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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离子液体在纤维素及其衍生物、半纤维素及其衍生物和木质素及

其模型化合物降解转化中的主要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最新进展．认为离子
液体是生物质转化过程中常用的溶剂和催化剂．针对不同类型的生物质，离子
液体／无机酸或离子液体／金属氯化物（Ｌｅｗｉｓ酸）是目前研究生物质转化催化剂
的主流体系．鉴于目前离子液体体系在生物质催化转化应用中存在成本较高、
回收困难等问题，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一是合成性能更好的新的

离子液体来催化生物质转化；二是开发新的复合催化体系，有针对性地在离子

液体中添加一种甚至多种有助生物质溶解或催化转化的添加剂或催化剂；三是

开发成本低廉、性能优越、易于回收的离子液体催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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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目前，大量化学品和燃料主要来自不可再

生的化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随着化学

品和燃料的不断消耗，这些化石能源的储量不

断减少，与此同时，人类对其需求却与日俱增．

生物质，作为自然界唯一可再生有机碳源［１－２］，

可以用来合成一系列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和燃

料［３－５］．生物质来源广泛，成本低廉，且种类多

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主

要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３种主要

成分的应用见图１［６］．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向化学品和燃料的转化

图１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３种主要

成分的应用［６］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ｂｉｏｍａｓｓ［６］

过程主要包括生物质的预处理及催化转化两个

阶段、两大步骤．采用传统生产工艺时，在水或

其他有机溶剂中，无论采用 Ｈ２ＳＯ４等无机强酸

还是ＮａＯＨ强碱作为催化剂，都具有设备成本

高、污染严重、反应条件苛刻等缺点．离子液体

作为一种新型绿色溶剂，蒸汽压低，不易挥发，

稳定性强，且具有溶解能力较强和酸性可调节

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生物质催化转化方

面［７－１３］．基于此，本文拟对离子液体在纤维素

及其衍生物、半纤维素及其衍生物和木质素催

化转化中的作用等进行综述，以期为推动生物

质催化转化为化学品和燃料的工业化应用提供

理论基础．

１　离子液体在生物质原料预处理中
的应用

　　由于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中的纤维素、半纤

维素、木质素较难分离，生物质的利用率低下，

因此，预处理是木质纤维素生物质转化的重要

一步．鉴于木质素在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周围易

形成保护性的网状结构，使得纤维素不能充分

溶解，因此很多预处理研究集中在去除木质素，

让更多的纤维素裸露出来，降低结晶度，提高纤

维素的利用率［１４－１９］．传统生物质预处理的方式

主要包括物理预处理法［２０－２２］、化学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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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３－２５］、物理化学预处理法［２６－２８］．其中物理预

处理的主要方法是研磨法、挤出法、微波辐射

法；化学预处理主要使用酸、碱、有机溶剂，经过

碱处理，大部分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可被溶解；在

酸处理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常常被水解为糖

和其他化学品［２３］．物理化学预处理法包括蒸汽

爆破法、氨水爆破法、水热法等．

针对传统方法预处理生物质存在溶剂易挥

发、回收难、设备易腐蚀等问题，新型绿色溶剂

离子液体被引入生物质的预处理及催化转化

中．离子液体具有可调节的酸性，其对生物质的

预处理属于化学预处理．近年来，离子液体用于

催化生物质材料水解的主要研究成果见表１．

早在１９３４年，Ｃ．Ｇｒａｅｎａｃｈｅｒ等［２９］就发现了在含

氮碱条件下，纤维素可溶解于熔融 Ｎ－乙基吡

啶氯盐．然而这个发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２００２年，Ｒ．Ｐ．Ｓｗａｔｌｏｓｋｉ等［３０］报道［Ｂｍｉｍ］
Ｃｌ对纤维素的高溶解性，引起了业界广泛关

注，许多研究者用不同的离子液体处理生物质．
例如，Ｗ．Ｙ．Ｌｉ等［１７］发现，［Ｅｍｉｍ］ＯＡｃ可以在
高温下快速溶解甘蔗渣中的木质素，从而实现

木质素与纤维素分离；Ｑ．Ｐ．Ｌｉｕ等［３１］合成了一

系列离子液体，可选择性地从生物质中高效提

取木质素；Ｓ．Ｑ．Ｙａｎｇ等［１６］使用廉价的多羟基

质子型离子液体从玉米秸秆中提取纤维素．在
生物质预处理应用中，［Ｃ２ｍｉｍ］型离子液体对
生物 质，尤 其 是 木 质 素 的 溶 解 能 力 更

强［１４，１７－１９，３２－３３］．除单一离子液体体系外，离子
液体复合体系也被用于生物质的预处理，如离

子液体的水溶液体系［３４－３５］、“离子液体 ＋酸”
体系［１５，３６］、“离子液体 ＋固体酸”体系［３７］等．开
发新的催化体系往往优化了反应条件，使反应

在较温和的条件下进行；２０１７年，Ｊ．Ｍ．Ｙａｎｇ
等［１５］用［Ｂｍｉｍ］Ｃｌ－ＡＳ溶剂体系从玉米秸秆
中高效提取纤维素，纤维素收率高达７４％，且
再生纤维素纯度显著提升．

表１　离子液体催化生物质材料水解的部分研究成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ｉｏｍａｓ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文献 离子液体体系 生物质 反应条件 实验结果

［１７］

［Ｅｍｉｍ］ＯＡｃ

甘蔗渣，南部黄松
１７５～１９５℃，
５～１５ｍｉｎ

木质素残留量仅为６％（富含纤维素原料
甘蔗渣）和１６．１％ （富含纤维素原料松树）

［１４］ 黑小麦，小麦秸秆，
亚麻粗纤维

１５０℃，９０ｍｉｎ 在黑小麦中可获得５２．７％酸不溶性木质素

［３２］ ＭＣＣ，玉米秸秆，
柳枝稷草

１３０～１４０℃，３ｈ 葡萄糖收率７４．７％

［１９］ 南部黄松，红橡木 １１０℃，１６ｈ 再生材料中木质素含量分别降低２６．１％
（黄松）和３４．９％（橡木）

［３３］ 玉米秸秆 １２５℃，１ｈ 纤维素结晶率显著降低（达５２％），
木质素提取率４４％

［３４］ ［Ｅｍｉｍ］ＯＡｃ＋Ｈ２Ｏ 黑小麦 １５０℃，９０ｍｉｎ 糖的收率达８１．０％
［３１］ Ｃｈｏｌｉｎｉｕｍａｌｋａｎｏａｔｅｓ 软木生物高聚物 ９０℃，２４ｈ 每ｇ离子液体木质素溶解度达１４０～２２０ｍｇ
［３８］ 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ＩＬ） 本土云杉 ５５℃，５ｄ 半纤维素含量降低３８％
［３５］ ［Ｃ４Ｃ１ｉｍ］Ｘ＋Ｈ２Ｏ 芒草竹，松树，柳树 １２０℃，２２ｈ ９０％葡萄糖，２５％半纤维素
［１５］ ［Ｂｍｉｍ］Ｃｌ－ＡＳ 玉米秸秆 １００℃，１ｈ 再生纤维素含量达９９．１６％
［１６］ ［ＢＨＥＭ］－ｍｅｓｙ 玉米秸秆 １４０℃，６ｈ 纤维素收率为９０％

［１８］ ［Ｃ２ｍｉｍ］ＸＳ 甘蔗渣
１７０～１９０℃，
３０～１２０ｍｉｎ 木质素提取率为９３％

·３·



　２０１９年５月 第３４卷 第３期

　　综上所述，离子液体预处理生物质主要通

过选择性地溶解其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或木

质素，进而实现纤维素或木质素的分离再生．

２　离子液体在纤维素及其衍生物转
化中的作用

　　纤维素是一种由Ｄ－葡萄糖为基本结构单

元、单元之间由β－１，４－糖苷键相连而成的多

糖，在木质纤维素中含量最高．以纤维素为原料

可以生产多种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和燃料，如

醇［３９］、酸［２２，４０］、５－羟甲基糠醛［４１］等，而纤维素

水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由于离子液体具

有极强的溶解能力和可调节的酸性，越来越多

的业内人士将离子液体应用于纤维素水解．本

节将阐述离子液体在纤维素及其衍生物转化中

的作用方面的研究进展．

２．１　离子液体催化纤维素水解
基于前人的成果，在离子液体催化生物质

转化领域，很多复合催化体系被开发用于提高

产物收率和优化反应条件，最常见的复合催化

体系为“酸 ＋离子液体”．常用的酸主要包括

ＨＣｌ，Ｈ２ＳＯ４，ＨＮＯ３，Ｈ３ＰＯ４等无机酸，金属氯化

物等 Ｌｅｗｉｓ酸，固体酸三大类．Ｃ．Ｚ．Ｌｉ等［４２］开

发了以［Ｃ４ｍｉｍ］Ｃｌ为溶剂、无机酸为催化剂的

二元复合催化体系“Ｈ２ＳＯ４＋［Ｂｍｉｍ］Ｃｌ”，获得

高达７３％的还原糖收率．Ｓ．Ｂｅｈｅｒａ等［２８，４３］在该

体系中加入水，形成“酸 ＋水 ＋离子液体”体

系，ＨＣｌ的催化效果高于Ｈ２ＳＯ４；水在该体系中

提高葡萄糖产率的原因基于“勒夏特列原理”：

抑制了葡萄糖水解生成５－羟甲基糠醛，同时
也阻止了它的聚合．然而，这并不是首次尝试应
用离子液体水溶液体系促进纤维素生成还原

糖．早在２０１０年，Ｙ．Ｌ．Ｚｈａｎｇ等［２７，４４］采用“酸＋
水＋离子液体”体系，获得了８９％的葡萄糖收
率；且研究发现，只有离子液体的阴离子为Ｃｌ－

时，才能得到不错的葡萄糖收率，否则纤维素几

乎不转化．与［Ｂｍｉｍ］Ｃｌ相比，［Ａｍｉｍ］Ｃｌ溶解
纤维素的能力更强［２２－２３］，而水解能力却不如

［Ｂｍｉｍ］Ｃｌ．Ｊ．Ｚｈｕ 等［２４］ 在 “ＣａＦｅ２Ｏ４＋
［Ａｍｉｍ］Ｃｌ”体系中催化纤维素水解，在１５０℃
的条件下，葡萄糖收率最高达 ４９．８％；显然，与
［Ｂｍｉｍ］Ｃｌ和［Ｅｍｉｍ］Ｃｌ相比，［Ａｍｉｍ］Ｃｌ水解
纤维素的反应条件更苛刻且收率也低．

为了研究和提高离子液体水解转化纤维素

的能力，科研人员采用“Ｌｅｗｉｓ酸 ＋离子液体”
来催化纤维素水解．例如：Ｙ．Ｓｕ等［４５］构建了

“ＣｕＣｌ２＋另一种氯化物＋［Ｅｍｉｍ］Ｃｌ”双金属离
子液体催化体系．在相同的反应条件下，其催化
活性优于 Ｈ２ＳＯ４，且单一金属的催化活性无法
与双金属媲美．机理研究表明，双金属在催化纤
维素水解的过程中具有协同作用．Ａ．Ｋａｍｉｍｕｒａ
等［４６］构建了“ＬｉＣｌ＋ＨＣｌ＋［ＴＭＰＡ］ＮＴｆ２”催化
体系（见图２），其中，［ＴＭＰＡ］ＮＴｆ２是一种疏水
性离子液体，如不同时添加 ＬｉＣｌ和 ＨＣｌ，或将
ＬｉＣｌ换成其他氯化盐，纤维素则完全不水解．而
在新型催化体系中，离子液体在其中的主要作

图２　疏水性离子液体“ＬｉＣｌ＋ＨＣｌ＋［ＴＭＰＡ］ＮＴｆ２”催化体系催化纤维素生成葡萄糖的反应过程
［４６］

Ｆｉｇ．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ｒｏｍｃｅｌｌｕｏｓｅｂｙ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Ｃｌ＋ＨＣｌ＋［ＴＭＰＡ］ＮＴｆ２”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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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水解还是催化，或是两者兼有，一直以来都

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４７－５１］，但认识并未统一．

Ａ．Ｓ．Ａｍａｒａｓｅｋａｒａ等［５２］在无外加酸的前提下，

利用 Ｂｒｎｓｔｅｄ酸型离子液体［ＰｒＴＳｍｉｍ］Ｃｌ，在

温和条件下催化纤维素，后发现，无论有水或无

水，均得到６２％的最大还原糖收率．之后，团队

以该离子液体为基础，建立了“氯化锌 ＋水 ＋

［ＰｒＴＳｍｉｍ］Ｃｌ”的催化体系［５３］，在 ３７℃，１×

１０５Ｐａ的温和条件下，还原糖收率达７８％．在

该体系中，离子液体在发挥水解作用的同时，也

兼具催化功能，Ｋ．Ｚｈｕｏ等［５４］也得出相似的

结论．

除上述均相催化体系外，非均相体系也被

广泛应用于纤维素水解［５５－６１］．Ｒ．Ｒｉｎａｌｄｉ等［５９］

使用便宜又稳定的磺化苯乙烯－二乙烯基苯树

脂为催化剂，在［Ｂｍｉｍ］Ｃｌ中水解纤维素，得到

纤维素低聚物，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低聚物被

进一步水解为还原糖．Ｈ．Ｃａｉ等［６０］采用“分子

筛＋［Ｂｍｉｍ］Ｃｌ”催化体系来催化纤维素水解，

根据孔径大小，催化活性依次为 ＨＹ＞Ｈβ＞

ＨＺＳＭ－５＞ＳＡＰＯ－３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纤

维素不溶于水，“ＨＹ＋Ｈ２Ｏ”体系对纤维素水解

几乎无催化作用．从元素分析和红外表征发现，

ＨＹ分子筛与［Ｂｍｉｍ］Ｃｌ发生离子交换释放出

的Ｈ＋是催化水解纤维素的关键．Ｘ．Ｈ．Ｑｉａｎ

等［６１］合成了一种新的聚苯乙烯磺酸型催化剂，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毗邻一条聚乙烯基咪唑链，

这条离子液体链具有固定纤维素的功能，同时

可以提高固体酸侧链的催化活性．近期，Ｓ．

Ｓｕｚｕｋｉ等［５８］以水为媒介，添加不同结构的

Ｂｒｎｓｔｅｄ酸型离子液体，在微波辅助条件下催

化纤维素水解．葡萄糖收率最高为３６％，咪唑

阳离子碳链越长，疏水性能增强，有利于葡萄糖

生成．以上各研究反应条件及结果均列于表２．

２．２　离子液体溶解纤维素及纺丝过程
以离子液体为溶液，除纤维素的溶解外，再

生纤维素的纺丝过程也被广泛研究．在 Ｇ．Ｓ．

Ｊｉａｎｇ等［６２］的研究中，以［Ｂｍｉｍ］Ｃｌ为溶剂，探

表２　离子液体催化纤维素水解的部分研究成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ｉｎ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

文献 离子液体体系 反应温度／℃ 反应时间 实验结果

［５５］ Ｈ２ＳＯ４＋［Ｂｍｉｍ］Ｃｌ １００ ２５ｍｉｎ 葡萄糖收率３２％（总收率７３％）

［４４］ ＨＣｌ＋Ｈ２Ｏ＋［Ｅｍｉｍ］Ｃｌ １０５ １２ｈ 葡萄糖收率９０％

［４３］ ＨＣｌ＋Ｈ２Ｏ＋［Ｅｍｉｍ］Ｃｌ １０５ ６０ｍｉｎ 纤维二糖和葡萄糖选择性达９９．６％

［５６］ ＣａＦｅ２Ｏ４＋［Ａｍｉｍ］Ｃｌ １５０ ２４ｈ 水解率４９．８％
葡萄糖选择性 ７４．１％

［４５］ ＣｕＣｌ２＋ＰｄＣｌ２＋［Ｅｍｉｍ］Ｃｌ ８０～１２０ ０．５～１ｈ 纤维二糖和葡萄糖收率超过６０％

［４６］ ＨＣｌ＋ＬｉＣｌ＋［ＴＭＰＡ］［ＮＴｆ２］ １００ １５ｍｉｎ 葡萄糖收率５１％

［５２］ ［Ｃ３ＳＯ３Ｈｍｉｍ］Ｃｌ ７０ １．５ｈ 葡萄糖收率１４％
糖的总收率６０％

［５４］ ２ｐｈｅｎｙｌ２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ｎｅ＋［Ｂｍｉｍ］Ｃｌ １００ ６０ｍｉｎ 糖的收率８５．１％
［５７］ ［Ｃ４ＳＯ３Ｈｍｉｍ］ＨＳＯ４＋［Ｂｍｉｍ］Ｃｌ ８０～１２０ １ｈ 糖的收率８５％
［５８］ ＳＯ３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ｅｄＢＡＩＬｓ １６０ １５ｍｉｎ 葡萄糖收率３６％

［５３］ ＺｎＣｌ２·１．７４Ｈ２Ｏ１（１ｐｒｏｐｙｌｓｕｌｆｏｎｉｃ）３［Ｍｉｍ］Ｃｌ ３７ ４ｄ 葡萄糖收率１９％
糖的总收率 ７８％

［５９］ Ｓｏｌｉｄａｃｉｄｓ＋［Ｂｍｉｍ］Ｃｌ １００ ５ｈ 纤维素含量由９０％ 降到４８％
［６０］ Ｓｏｌｉｄａｃｉｄｓ＋Ｈ２Ｏ＋［Ｂｍｉｍ］Ｃｌ １３０ ０．５～５ｈ 葡萄糖收率５０％
［６１］ ＤｕａｌＰＳＳＡａｎｄＰＩＬ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ｓｏｌｉｄａｃｉｄ＋［Ｅｍｉｍ］Ｃｌ １３０ ５ｈ 糖的收率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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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纺丝速度对再生纤维素的韧性、结晶度等

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纺丝速度的提高，再生

纤维素的韧性增加，延伸率降低，结晶度有所改

善．Ｌ．Ｊ．Ｋ．Ｈａｕｒｕ等［６３］研 究了纤维素在

［ＤＢＮＨ］ＯＡｃ离子液体中的溶解及干喷湿纺过

程，探究了挤出速度、拉伸比、喷丝头长径比对

纺丝的机械性能的影响，并得到最佳纺丝工艺

参数：纤维素质量分数为 １３％，纺丝流量为

０．０２～０．０４ｍＬ／ｍｉｎ，拉伸比为７．５～１２．５，在

１５℃下更有利于纺丝．

２．３　离子液体催化纤维素和葡萄糖转化为５－

羟甲基糠醛

　　５－羟甲基糠醛（５－ＨＭＦ／ＨＭＦ）是一种应

用非常广泛的平台分子，由生物质及其衍生物

水解制得．通过加氢、酯化、氧化脱氢等反应可

以将其转化生成多种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和燃

料［６４－６７］（如图３所示）．因此利用离子液体催化

纤维素和葡萄糖转化为５－ＨＭＦ的过程受到业

界广泛关注．

葡萄糖生成 ＨＭＦ的关键是葡萄糖异构化

为果糖［６８－６９］，用于催化生物质转化为 ＨＭＦ的

酸多为Ｌｅｗｉｓ酸，而Ｌｅｗｉｓ酸对葡萄糖异构或中
间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步反应的主流催

化体系为“Ｌｅｗｉｓ酸＋离子液体”．例如：Ｈ．Ｚｈａｏ
等［６８］用不同的“金属氯化物 ＋离子液体”体系
催化葡萄糖脱水生成ＨＭＦ，由“ＣｒＣｌ２＋［Ｅｍｉｍ］

Ｃｌ”组成的体系催化活性最好．１ＨＮＭＲ分析显
示，［Ｅｍｉｍ］Ｃｌ和ＣｒＣｌ２产生的ＣｒＣｌ３

－与葡萄糖

的羟基形成氢键导向了葡萄糖到果糖的异构，

进而容易生成 ＨＭＦ，其反应机理和机制如图４
所示．

Ｇ．Ｙｏｎｇ等［６９］以氮杂环卡宾 ＮＨＣ作为配
体来修饰ＣｒＣｌ２或 ＣｒＣｌ３在［Ｂｍｉｍ］Ｃｌ中催化葡
萄糖转化为ＨＭＦ，由于配体ＮＨＣ的保护作用，
避免了Ｃｒ中心与［Ｂｍｉｍ］Ｃｌ在空间上形成拥挤
的金属中心；与 Ｈ．Ｚｈａｏ等［６８］研究结果不同的

是，该体系中 ＣｒＣｌ３显示出了与ＣｒＣｌ２相似的催
化活性：在“６ＮＨＣ＋ＣｒＣｌ２”与“６ＮＨＣ／ＣｒＣｌ３”的

体系中，ＨＭＦ的最大收率均为９６％．Ｘ．Ｙｕａｎ等［４８］

在微波辅助的条件下，以“ＣｒＣｌ３＋［Ｃ４ｍｉｍ］Ｃｌ”

图３　由ＨＭＦ转化而成的重要化学品和燃料 ［６５］

Ｆｉｇ．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ｂｉｏｆｕｅ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ＭＦ［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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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Ｅｍｉｍ］Ｃｌ／ＣｒＣｌ２催化葡萄糖生成ＨＭＦ的机理和机制
［７０］

Ｆｉｇ．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ＭＦｆｒｏｍｇｌｕｃｏｓｅｂｙ［Ｅｍｉｍ］Ｃｌ／ＣｒＣｌ２
［７０］

为催化剂催化水解纤维素和葡萄糖，若催化体

系中的任一组分被替换均会导致 ＨＭＦ收率显

著降低．２００９年，Ｓ．Ｑ．Ｈｕ等［７０］使用便宜且低

毒的Ｌｅｗｉｓ酸 ＳｎＣｌ４催化水解葡萄糖．
１ＨＮＭＲ

分析表明，Ｓｎ原子所形成的五元环螯合物与葡
萄糖上相邻的两个氢键上氧原子的相互作用，

促进了烯醇中间体的形成．

Ｔ．Ｓｔａｈｌｂｅｒｇ等［７１］用镧系元素在离子液体

中催化葡萄糖生成 ＨＭＦ，其中 ＹｂＣｌ３和 Ｙｂ
（ＯＴｆ）３的催化活性最好，且在［Ｂｍｉｍ］Ｃｌ中的

催化活性优于［Ｅｍｉｍ］Ｃｌ．次年，该团队又开发

了无金属催化体系［７２］，在离子液体中以硼酸作

为催化助剂，使葡萄糖转化为 ＨＭＦ．Ｌ．Ｈｕ
等［７３］将铬盐和硼酸相结合，置于不同的离子液

体体系中催化葡萄糖生成 ＨＭＦ，在［Ｂｍｉｍ］Ｃｌ

中ＨＭＦ收率最高．同时，Ｄ．Ｌｉｕ等［７４］在［Ｅｍｉｍ］

Ｃｌ体系中添加不同的路易斯酸烷基铝和醇盐，
研究其对葡萄糖脱水生成 ＨＭＦ的影响，发现，

在“ＡｌＥｔ３＋［Ｅｍｉｍ］Ｃｌ”体系中 ＨＭＦ收率高达

５１％．随后，Ｊ．Ｈｅ等［７５］又以零价态的铬纳米粒

子（Ｃｒ０－ＮＰｓ）为基础，研究了其在离子液体体
系中催化葡萄糖生成 ＨＭＦ的性能．作为强

Ｌｅｗｉｓ酸，Ｃｒ０－ＮＰｓ的催化机理与 ＣｒＣｌｘ相似，

相同条件下，Ｃｒ０－ＮＰｓ体系的催化活性优于

ＣｒＣｌ２体系．Ｘ．Ｚｈｏｕ等
［７６］在微波辅助条件下，

考察了“ＳｃＣｌ３＋［Ｂｍｉｍ］Ｃｌ”体系对快速（＜

１０ｍｉｎ）催化转化不同种类的糖合成ＨＭＦ的性

能，ＨＭＦ最大收率达到９４．７％．除离子液体复

合催化体系外，单一离子液体也可催化生物质

转化．例如 Ｌ．Ｚｈｏｕ等［７７］探索并开发了双功能

离子液体 Ｃｒ（［ＰＳｍｉｍ］ＨＳＯ４）３催化微晶纤维

素转化为 ＨＭＦ，最大收率达５３％，并且该催化

体系的循环使用结果表明，ＨＭＦ平均收率稳

定．２０１５年，Ｓ．Ｓｕｚｕｋｉ等［５８］首次实现室温下将

果糖转化为 ＨＭＦ，机理研究表明，［ＨＮＭＰ］

［ＣＨ３ＳＯ３］促进中间体的生成，Ｃｌ
－与氢键的形

成密切相关．近年来，由于均相催化剂分离困

难，非均相催化剂催化纤维素合成ＨＭＦ的研究

成为重点．Ｙ．Ｘｕａｎ等［７８］开发了［ＰＳｍｉｍ］ＨＳＯ４－

Ｈ２Ｏ／ＴＨＦ两相体系，并以 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作为

共催化剂，催化微晶纤维素转化为 ＨＭＦ．Ｌ．Ｈｕ

等［７９］采用“分子筛＋［Ｂｍｉｍ］Ｃｌ”非均相催化体

系，不同分子筛催化活性排序为 Ｈβ＞ＨＺＳＭ－

５＞Ｈ－ｍｏｒｄｅｎｉｔｅ＞ＨＹ．

２．４　离子液体催化纤维素和葡萄糖转化为乙

酰丙酸

　　乙酰丙酸 ＬＶ（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又名左旋糖

酸或果糖酸，其独特的结构（一个羰基，一个羧

基和α氢）决定其可进行卤化、酯化、加氢、氧

化脱氢、缩合、成盐等化学反应．乙酰丙酸作为

一种平台分子，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γ－戊内酯

（ＧＶＬ）、丁烯、５－壬酮、２－甲基 －四氢呋喃

（ＭＴＨＦ）等［８０－８１］（如图５所示）．将纤维素转化

为乙酰丙酸需要酸催化，通常包含３个步骤（如

图６所示）：１）纤维素水解生成葡萄糖；２）葡萄

糖转化为ＨＭＦ；３）ＨＭＦ脱水变成乙酰丙酸．

由生物质及其衍生物生成乙酰丙酸需要酸

催化，传统催化方法为稀酸催化．有研究表明，

离子液体体系中阴离子的种类对催化转化纤维

素合成乙酰丙酸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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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液体的阳离子为［Ｃ３ＳＯ３Ｈｍｉｍ］或磺酸基取

代的咪唑阳离子时，它的催化活性取决于阴离

子的种类，而当阴离子为 ＨＳＯ４
－时，离子液体

的催化活性最好［８４－８５］．同年，Ｙ．Ｓｈｅｎ等［８２］以

［ＢＳｍｉｍ］阳离子基离子液体为基础，考察阴离

子对催化纤维素生成乙酰丙酸性能的影响，发

现：催化活性最高的配位阴离子为 ＣＦ３ＳＯ３
－．

Ｎ．Ａ．Ｓ．Ｒａｍｌｉ等［８３］考察了 ［Ｂｍｉｍ］ＦｅＣｌ４，

［Ｓｍｉｍ］Ｃｌ，［Ｓｍｉｍ］ＦｅＣｌ４对催化葡萄糖转化为

乙酰丙酸性能的影响，其中［Ｓｍｉｍ］ＦｅＣｌ４的催

化活性最高．机理研究表明，［Ｓｍｉｍ］ＦｅＣｌ４的加

入有效地降低了反应的活化能，从而促进了葡

萄糖的转化．Ｚ．Ｓｕｎ等［８４］以杂多酸离子液体

［Ｃ４Ｈ６Ｎ２（ＣＨ２）３ＳＯ３Ｈ］３－ｎＨ３ＰＷ１２Ｏ４０催化纤

图５　由乙酰丙酸转化成重要的化学品和燃料［８０］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ｂｉｏｆｕｅ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８０］

图６　纤维素转化为乙酰丙酸的步骤

Ｆｉｇ．６　Ｓｔｅｐｓｏｆ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ｆｒｏｍ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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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直接转化为乙酰丙酸，在“水 ＋甲基异丁

酮”双相体系中，乙酰丙酸收率最高达６３．１％．

综上所述，纤维素及其衍生物转化为高附

加值的化学品需要酸催化，在离子液体体系中，

“酸＋离子液体”二元复合体系为应用最广泛

的催化体系．Ｂｒｎｓｔｅｄ酸、Ｌｅｗｉｓ酸或固体酸均

能有效催化纤维素水解，但均相体系的催化效

果均好于非均相体系．此外，“水／金属氯化

物＋酸 ＋离子液体”等三元复合体系也被开

发，以优化反应条件或提高产物的选择性和收

率．而在纤维素水解中，离子液体可同时作为溶

剂和催化剂．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离子

液体作为催化剂和溶剂其选择性仍然相对较

差，故开发多功能的离子液体，对同时实现纤维

素及其衍生物转化具有重大意义．

３　离子液体在半纤维素及其衍生物
转化中的作用

　　不同于纤维素，半纤维素由不同种类的杂

多糖（木糖、阿拉伯糖、半乳糖、葡萄糖等）聚合

而成，通常木糖是其中含量最丰富的单体．半纤

维素的聚合度远低于纤维素，因此其分子量更

低；此外，由于半纤维素的单体是随机聚合的，

且存在侧链，所以半纤维素主要是非晶态的．与

纤维素相似的是，半纤维素也能通过一系列催

化转化生成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和燃料［８５－８６］，然

而，目前对半纤维素转化成化学品和燃料的研究

较少．本节将对离子液体催化半纤维素及其衍生

物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

３．１　离子液体催化半纤维素水解为单糖
与纤维素相似，半纤维素水解是半纤维素

转化不可或缺的一步．Ｋ．Ｒ．Ｅｎｓｌｏｗ等［８７］研究

了在Ｈ２ＳＯ４＋［Ｅｍｉｍ］Ｃｌ体系中木聚糖的水解，

当温度为８０℃时，木糖收率高达９０％．机理研

究表明，在离子液体中半纤维素水解的初始速

率大于纤维素；木聚糖和木糖降解的活化能低

于纤维素和葡萄糖．２０１５年，Ｂ．Ｍ．Ｍａｔｓａｇａｒ

等［８８］考察了 Ｂｒｎｓｔｅｄ酸性离子液体种类对催

化硬木半纤维素水解的影响，结果表明：

［Ｃ３ＳＯ３Ｈｍｉｍ］［ＨＳＯ４］的催化活性最佳，且离

子液体的催化活性优于 Ｈ２ＳＯ４和分子筛．机理

研究表明，烷基咪唑基团与硫酸氢根离子同时

与半纤维素上氢氧根离子产生离子偶极作用，

从而促进半纤维素的催化转化．

３．２　离子液体催化半纤维素和木糖转化为

糠醛

　　糠醛作为平台分子，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化

学品，可以转化成不同的化学品（见图７），例如

２－甲基呋喃、２－甲基四氢呋喃等，还可以通过

加氢和酸碱催化反应精炼成燃料［８９］，它主要来

自于木质纤维素中木聚糖的水解和脱水反应．

由半纤维素或木糖转化为糠醛离不开酸的

催化，“酸＋离子液体”复合催化体系仍为主流

催化体系．２００９年，Ｃ．Ｓｉｅｖｅｒｓ等［９０］尝试在

［Ｂｍｉｍ］Ｃｌ体系中用Ｈ２ＳＯ４催化木糖转化为糠

醛，当温度为１２０℃时，由于固体降解物的生

成，糠醛最高收率仅为１３％．Ｚ．Ｚｈａｎｇ等［９１］考

察了［Ｂｍｉｍ］ＰＦ６体系中助剂 ＭｎＣｌ２对 ＰＥＧ－

ＯＳＯ３Ｈ（聚乙二醇 －磺酸）催化木糖转化为糠

醛的影响，发现：ＭｎＣｌ２的加入促进了木糖异构

为木酮糖，同时在 ＰＥＧ－ＯＳＯ３Ｈ的催化作用

下，对木糖降解为糠醛有促进作用，糠醛的收率

可达７３％．Ｌ．Ｚｈａｎｇ等［９２］在微波辅助条件下，

研究了在离子液体［Ｂｍｉｍ］Ｃｌ体系中，不同种

类的无机酸及金属氯化物对催化木聚糖转化为

糠醛性能的影响，发现：加入 ＡｌＣｌ３后催化活性

最高，糠醛收率最高达８４．８％．机理研究表明，

ＡｌＣｌ３与［Ｂｍｉｍ］Ｃｌ形成［ＡｌＣｌｎ］
（ｎ－３）－复合物，

与糖苷键的氧原子结合进而削弱糖苷键，促进

木聚糖水解为木糖，木糖异构为烯醇式结构，最

终降解为糠醛．类似的研究中，在三价金属氯盐

存在的条件下，木聚糖和木糖在可再生的氯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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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碱和草酸所组成的低共熔溶剂中转化成糠

醛［９３］（见图８）；所考察的三价金属氯化物中，

ＡｌＣｌ３·６Ｈ２Ｏ催化活性最佳．机理研究表明，不

同金属氯化物的催化活性差异与金属离子的电

离势有关；在该催化体系中，氯化胆碱／草酸同

时作为催化媒介及 Ｂｒｎｓｔｅｄ酸为催化剂，金属

氯化物促进了木糖的烯醇化反应．

此外，在离子液体体系中，固体酸的引入既

能促进木糖转化为呋喃类衍生物等精细化学

品，如糠醛；又便于产物分离．Ｌ．Ｚｈａｎｇ等［９４］在

［Ｂｍｉｍ］Ｃｌ体系中，考察了固体酸 Ｈ３ＰＷ１２Ｏ４０，

Ａｍｂｅｒｌｙｓｔ－１５和 ＮＫＣ－９在木糖、木聚糖生成

糠醛过程中的催化性能，发现 Ｈ３ＰＷ１２Ｏ４０的催

化活性最高．可喜的是，绿色无污染的生物质衍

生物同样也能在离子液体体系中起催化剂的作

用．Ｃ．Ｗｕ等［９５］在［Ｂｍｉｍ］Ｃｌ体系中，考察了生

图７　平台化合物糠醛制生物燃料［８９］

Ｆｉｇ．７　Ｂｉｏｆｕｅ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Ｆｕｒｆｕｒ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８９］

图８　由金属氯化物和氯化胆碱酸催化木糖生成糠醛机理的推测［９３］

Ｆｉｇ．８　Ｇｕｅｓｓｅｓｏｆ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ｘｙｌｏｓｅｉｎｔｏ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ｂｏｔｈｍｅｔａ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ｎｄＣｈＣｌｏｘ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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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衍生物－木质素磺酸 ＬＳ对木糖转化为糠

醛的影响，发现在１００℃条件下，反应１．５ｈ，糠

醛的收率为２１％．相对于无机酸催化剂，生物

质衍生物催化木糖的性能较低，但从原料、溶剂

到催化剂的无害化使用预示着由木糖到糠醛实

现全程绿色转化的可能性．

相比于上述体系，单一离子液体体系更具

优势．Ｓ．Ｐｅｌｅｔｅｉｒｏ等［９６］以酸性离子液体［Ｂｍｉｍ］

ＨＳＯ４作为催化剂和溶剂来催化木糖转化为糠

醛，木糖转化率达到 ９５％，糠醛收率达到

３６．７％，在体系中添加萃取剂甲苯、二氧环己烷

或甲基异丁酮，糠醛收率大幅度增加．此外，

Ｂｒｎｓｔｅｄ酸性离子液体［Ｃ３ＳＯ３Ｈｍｉｍ］ＨＳＯ４也

可以被用来催化生物质原料“一锅法”转化为

糠醛．在水／甲苯双溶剂体系中，催化甘蔗转化

为五碳糖，收率为 ８８％；转化为糠醛，收率高

达７３％［９７］．

综上所述，半纤维素及其衍生物转化为高

会加值产品离不开酸的催化作用，而 Ｌｅｗｉｓ酸

能促进木糖的异构，进而促进其脱水生成糠醛．

因此，运用 Ｌｅｗｉｓ酸来催化半纤维素及其衍生

物转化更为有利．

４　离子液体在木质素及其模型化合
物转化中的作用

　　木质素，作为自然界唯一可再生且储量丰

富的芳香族资源，是化学品和燃料产品的重要

来源之一［３，９８］．然而，由于木质素化学结构的复

杂性（高度复杂交联的无定型三维树脂），许多

研究者采用降解木质素模型化合物的方法来探

究其反应机理和最佳反应条件．木质素基本结

构的单元主要包括芥子醇、松柏醇、对香豆醇，

这３种单体的结构见图９．这３种单体都有苯丙

单元，区别在于甲氧基的数量不同．单体之间以

醚键或碳碳键连接，在木质素中，β－Ｏ－４键是

主要的连接形式，占比４５％到６０％．因此，对木

质素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β－Ｏ－４键的断

裂方面．本节将针对木质素及其模型化合物不

同的转化降解过程，阐述离子液体在其转化中

的作用方面的研究进展．

４．１　离子液体催化木质素及其模型化合物

降解

　　木质素及其模型化合物的降解离不开离子

液体和酸的催化．Ｊ．Ｂ．Ｂｉｎｄｅｒ等［９９］在“有机酸／

无机酸＋［Ｅｍｉｍ］ＯＴｆ”体系中催化模型化合物

丁香油酚转化为愈创木酚，但收率仅为１１．６％．

Ｓ．Ｊｉａ等［１００］使用不同的“金属氯化物 ＋离子液

体”共同催化木质素模型化合物 ＧＧ（愈创木基

甘油基－β－愈创木基醚）和 ＶＧ（藜芦基甘油

基 －β－愈创木基醚），其中 ＦｅＣｌ３，ＡｌＣｌ３和

ＣｕＣｌ２对催化 β－Ｏ－４键断裂的活性较高．相

较于ＧＧ，非酚类模型化合物 ＶＧ更难降解，针

对此差异，作者提出假设：酚类木质素与金属氯

化物在反应中可能形成 ＨＣｌ，进而提高了体系

的酸性．在早期文献［１０１］中，所使用的 Ｂ酸性离

子液体［Ｈｍｉｍ］Ｃｌ同时作为催化剂和溶剂催化

ＧＧ和ＶＧ降解，两种底物反应的主产物均为愈

创木酚．随着研究深入，发现，离子液体催化β－

Ｏ－４键断裂的活性并未随着离子液体的Ｈａｍ

ｍｅｔｔ酸度呈现规律性变化［１０２］，即阴离子与醇官

能团通过产生氢键作用影响反应效率和路径．

酸性离子液体［Ｈｍｉｍ］Ｃｌ还可作为溶剂和催化

剂，通过水解烷基与芳香基之间的醚键来实现

橡木木质素的降解［１０３］．Ｂ．Ｚｈａｎｇ等［１０４］利用微

波辅助快速催化转化木质素模型化合物和水溶

性木质素，在离子液体［Ｂｍｉｍ］ＮＴｆ２中，用甲基

三氧化铼做催化剂，酚的产率高达６９％；微波

辅助条件下解聚桦树水溶性木质素，２ｍｉｎ内主

产物产率为３４．２％．近期，Ｍ．Ｔｈｉｅｒｒｙ等［９８］将酸

性离子液体［Ｈｍｉｍ］Ｂｒ作为有效的溶剂催化木

质素模型化合物分解及脱甲基，产物为多羟基

的酚寡聚物．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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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木质素化学结构模型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ｌｉｇｎｉｎ

４．２　离子液体催化木质素及其模型化合物

加氢

　　由于木质素化学结构的复杂性，一步分解

反应后的产物往往是复杂的混合物，难以将其

中的组分分离开来，但若将加氢过程并入转化

过程中（降解后接加氢反应），则容易得到简单

的产物组分［１１２］．木质素及其下游产物的还原方

法包括加氢过程、氢解、加氢脱氧等．

加氢反应需要金属催化，用贵金属或过渡

金属催化，加氢效果较好，因而催化体系为“金

属＋酸催化”．例如：Ｍ．Ｓｃｏｔｔ等［１０６］将纳米钌粒

子分散在 Ｂｒｎｓｔｅｄ酸型离子液体中，催化二聚

模型化合物降解，通过原位加氢的方式稳定中

间产物，这种不稳定的中间产物在钌的催化作

用下原位转化为更稳定的单体产物．２０１６年，

Ｌ．Ｃｈｅｎ等［１０７］开发了贵金属分散于离子液体中

的伪均相体系，用来催化二聚模型化合物的解

聚及单体木质素模型化合物的加氢脱氧，其中，

Ｐｔ／［Ｂｍｉｍ］ＰＦ６催化活性最好（Ｃ—Ｏ键断裂及

单体模型化合物加氢脱氧），在相对温和的反

应条件下，反应物转化率接近１００％，选择性高

达９７％．因为贵金属的催化活性随金属粒子的

粒径呈规律性变化，所以作者推测，贵金属的催

化活性与粒径大小相关．然而，这个催化体系对

真实木质素的催化活性却很低（转化率低于

５％），因为真实木质素结构复杂，与模型化合

物相比，Ｃ—Ｏ键更难以接近．同年，Ｆ．Ｌｉｕ

等［１０８］开发出胆碱衍生离子液体和 Ｐｄ／Ｃ双功

能催化体系，将硫酸盐木质素催化转化为单体

酚；为了研究反应机理，将模型化合物ＧＧ作为

底物应用于该反应体系中，结果表明：酸和Ｐｄ／

Ｃ对于木质素裂解均发挥了重要作用．Ｎ．Ｙａｎ

等［１０９］将金属粒子和离子液体双功能催化体系

应用于催化木质素衍生物酚类化合物一步加氢

脱氧生成相对应的烷烃，催化过程由两步连续

反应组成：第一步在金属催化剂作用下催化加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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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第二步在酸作用下催化脱水．值得注意的

是，在［Ｂｍｉｍ］ＮＴｆ２离子液体中，Ｒｕ和 Ｒｈ同时

催化对乙基苯酚时，乙基环己烷的产率高达

９８％．在离子液体中，双金属纳米粒子协同催化

体系被用于选择性催化氢解模型化合物的 β－

Ｏ－４和 α－Ｏ－４键，其中Ｐｄ－Ｎｉ纳米粒子在

［Ｂｍｉｍ］ＯＴｆ中催化活性最好，苯酚产率高达

９８％［１１０］．

综上所述，由于真实木质素结构复杂，难以

降解，因而对于木质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型

化合物上，离子液体在木质素的降解研究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简化产物，在木质素的降

解反应中往往同时引入加氢反应，而加氢反应

使用贵金属或过渡金属作为催化剂效果更好．

目前研究的主要难题是：以离子液体为溶剂、催

化剂，如何有效地实现真实木质素的降解转

化等．

５　离子液体在其他生物质材料中的
研究及应用

５．１　离子液体溶解甲壳素／壳聚糖及纺丝过程
甲壳素是由 Ｎ－乙酰 －２－氨基 －２－脱

氧－Ｄ－葡萄糖以β－１，４－糖苷键连接而成的

天然多糖，是自然界中仅次于纤维素的第二大

类天然有机化合物，多存在于虾蟹壳及真菌等

动植物体内．２０１０年，Ｙ．Ｑｉｎ等［１１１］首次以离子

液体［Ｅｍｉｍ］ＯＡｃ为溶剂，在虾壳中，通过溶解，

以及干纺－湿纺法再生过程，得到了高纯度、高

分子量的甲壳素．Ｐ．Ｓ．Ｂａｒｂｅｒ等［１１２］利用静电纺

丝方法，将［Ｅｍｉｍ］ＯＡｃ／虾壳溶液从针头挤出，

通过凝固浴，得到甲壳素纤维．产品的强度主要

受ＩＬ和虾壳溶液相对浓度的影响．Ｌ．Ｌｉ等［１１３］

以［Ｇｌｙ］Ｃｌ为溶剂制备壳聚糖纤维，表面光滑，

力学性能好，且离子液体可回收．Ｂ．Ｍ．Ｍａ

等［１１４］通过将［Ｇｌｙ］Ｃｌ与［Ｂｍｉｍ］Ｃｌ混合用干

纺－湿纺法进一步提高了壳聚糖的断裂强度，

高达４．６３ｃＮ／ｄｔｅｘ．

５．２　离子液体溶解角蛋白及纺丝过程
角蛋白是广泛存在于生物体中的一类具有

结缔组织及保护功能的纤维状蛋白质，在毛发

和羽毛中含量较高，具有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

及亲水性等优异的性能．Ｈ．Ｂ．Ｘｉｅ等［１１５］以

［Ｂｍｉｍ］Ｃｌ为溶剂在１３０℃，１０ｈ条件下溶解

羊毛角蛋白，溶解度为１１％，并混合角蛋白和

纤维素，制备了混合纺丝液用于制备共混丝

（膜）．Ｓ．Ｓ．Ｚｈｅｎｇ等［１１６］研究了离子液体结构对

羊毛角蛋白溶解及对再生产品性质的影响．其

中，以［Ｅｍｉｍ］ＤＭＰ为溶剂，角蛋白的溶解时间

缩短，再生角蛋白热稳定性明显提高．目前以上

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溶解角蛋白时间长，溶解度

低，且对于角蛋白溶解方面功能化离子液体的

设计欠缺，纯角蛋白成丝的强度不高，需要添加

其他共混物．

６　结语与展望

生物质是未来化石资源的重要替代品，其

能否实现向化学品和燃料的低廉、高效、绿色的

转化是技术突破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业

界关于离子液体在纤维素及其衍生物、半纤维

素及其衍生物和木质素及其模型化合物转化中

的作用等的研究成果与进展进行综述，认为离

子液体具有较强的溶解能力和可调节的酸性，

是生物质转化过程中常用的溶剂和催化剂．针

对不同类型的生物质，离子液体／无机酸或离子

液体／金属氯化物（Ｌｅｗｉｓ酸）是目前研究生物

质转化催化剂的主流体系，与非离子液体体系

相比，离子液体体系更具优势，更重要的是，无

论是作为离子液体的阴离子还是与金属成盐作

为Ｌｅｗｉｓ酸，Ｃｌ－都对催化生物质水解转化具有

重要作用．尽管离子液体的优越性能使其在包

括生物质转化在内的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但它的成本较高，回收困难，导致离子液体体系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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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成本较高．

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其一，合成性能

更好的新的离子液体来催化生物质转化；其二，

开发新的复合催化体系，有针对性地在离子液

体中添加一种甚至多种有助生物质溶解或催化

转化的添加剂或催化剂；其三，开发成本低廉、

性能优越、易于回收的离子液体催化体系．成本

低廉、性能优越、易于回收的离子液体催化体系

的研究与开发，将有利于推动生物质催化转化

为化学品和燃料的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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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ｌｉｎｅ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ｏｘ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ｄｅｅｐｅｕｔｅｃｔｉｃｓｏｌ

ｖ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４，２５（８）：１１３２．

［９４］ＺＨＡＮＧＬ，ＹＵＨ，ＷＡＮＧＰ．Ｓｏｌｉｄａｃｉｄｓａｓｃａｔａ

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Ｄｘｙｌｏｓｅ，ｘｙｌａｎａｎｄ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ｓｉｎｔｏｆｕｒｆｕｒａｌｉｎ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３，１３６：５１５．

［９５］ＷＵＣ，ＣＨＥＮＷ，ＺＨＯＮＧＬ，ｅｔ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ｘｙｌｏｓｅｉｎｔｏｆｕｒｆｕｒａｌｕｓｉｎｇｌｉｇｎｏｓｕｌｆ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ａ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ｉｎ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Ｊ］．ＪＡｇｒｉｃＦｏｏｄＣｈｅｍ，

２０１４，６２（３０）：７４３０．

［９６］ＰＥＬＥＴＥＩＲＯＳ，ＬＯＰＥＳＡＭＤ，ＧＡＲＲＯＴＥＧ，

ｅｔａｌ．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ｕｒｆ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ｘｙｌｏｓｅｉｎ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１ｂｕｔｙｌ３ｍｅｔｈ

ｙｌ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ｕｍ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ｌｆａｔｅ［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５４

（３３）：８３６８．

［９７］ＭＡＴＳＡＧＡＲＢＭ，ＨＯＳＳＡＩＮＳＡ，ＩＳＬＡＭＴ，

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ｒｆｕｒａｌｉｎｏｎｅｐｏｔ

ｆａｓｈ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ａｗｂｉｏｍａｓｓｕｓｉｎｇＢｒｎｓｔｅｄａｃｉｄｉｃ

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７

（１）：１３５０８．

［９８］ＴＨＩＥＲＲＹＭ，ＭＡＪＩＲＡＡ，ＰéＧＯＴＢ，ｅｔａｌ．Ｉｍ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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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ｂｏｎｄ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Ｊ］．Ｃｈｅｍ

ＳｕｓＣｈｅｍ，２０１８，１１（２）：４３９．

［９９］ＢＩＮＤＥＲＪＢ，ＧＲＡＹＭＪ，ＷＨＩＴＥＪＦ，ｅｔ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ｓ［Ｊ］．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０９，３３

（９）：１１２２．

［１００］ＪＩＡＳ，ＣＯＸＢＪ，ＧＵＯＸ，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ｙｔｉｃｃｌｅａｖ

ａｇｅｏｆβＯ４ｅｔｈｅｒｂｏｎｄｓ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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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５０（２）：８４９．

［１０１］ＪＩＡＳ，ＣＯＸＢＪ，ＧＵＯＸ，ｅｔａｌ．Ｃｌｅａｖｉｎｇｔｈｅ

βＯ４ｂｏｎｄｓ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ａｎ

ａｃｉｄｉｃ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１ｈ３ｍｅｔｈｙｌ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ｎ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Ｊ］．ＣｈｅｍＳｕｓＣｈｅｍ，２０１０，３（９）：

１０７８．

［１０２］ＣＯＸＢＪ，ＪＩＡＳＹ，ＺＨＡＮＧＺＣ，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

ｉｃ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

ａｃｉｄｉｃ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ｕｍｂａｓｅｄ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ａｍ

ｍｅｔｔａｃ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１，９６（４）：４２６．

［１０３］ＣＯＸＢＪ，ＥＫＥＲＤＴＪＧ．Ｄ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ａｋｗｏｏｄｌｉｇｎｉｎｕｎｄｅｒｍｉｌ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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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ｓｆｒｏｍ ｌｉｇｎｉｎ［Ｊ］．Ｇｒｅｅ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３，１５（１１）：３０４９．

［１０６］ＳＣＯＴＴＭ，ＤＥＵＳＳＰＪ，ＤＥＶＲＩＥＳＪＧ，ｅｔａｌ．

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ｌｉｇｎｉｎβＯ４ｌｉｎｋａｇｅｉｎ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ｍｅｄｉａ［Ｊ］．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２０１６，６（６）：１８８２．

［１０７］ＣＨＥＮＬ，ＸＩＮＪＹ，ＮＩＬＬ，ｅｔ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ｕｎｄｅｒｍｉｌ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ｐｓｅｕｄｏ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Ｇｒｅｅ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６，１８（８）：２３４１．

［１０８］ＬＩＵＦ，ＬＩＵＱＹ，ＷＡＮＧＡＱ，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ｔ

ａｌｙ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ｒａｆｔｌｉｇｎｉｎｔｏｐｈｅｎｏｌｓ

ｉｎｃｈｏｌｉｎ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Ｊ］．ＡＣＳ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４

（７）：３８５０．

［１０９］ＹＡＮＮ，ＹＵＡＮＹ，ＤＹＫＥＭＡＮＲ，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

ｄ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ｈｅｎｏｌｓｉｎｔｏ

ａｌｋａｎ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ｒｏｎｓｔｅｄａｃｉｄｉｃ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Ｊ］．

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 ＩｎｔＥｄＥｎｇｌ，２０１０，４９（３２）：

５５４９．

［１１０］ＳＵＮＫＫ，ＬＵＧＰ，ＺＨＡＮＧＪＷ，ｅｔａｌ．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ｂｏｎｄｓｉｎｌｉｇ

ｎｉ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ｂｙＰｄＮｉｂｉ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ｎａｎ

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Ｊ］．ＤａｌｔｏｎＴｒａｎｓ，

２０１７，４６（３５）：１１８８４．

［１１１］ＱＩＮＹ，ＬＵＸ，ＳＵＮＮ，ｅｔａｌ．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ｓｈｅｌｌｓｕｓｉｎｇｉｏｎｉｃｌｉｑ

ｕｉｄｓ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ｈｉｇｈ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ｔｉｎ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ｔｉｎｆｉｌｍｓａｎｄ

ｆｉｂｅｒｓ［Ｊ］．Ｇｒｅｅ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０，１２（６）：

９６８．

［１１２］ＢＡＲＢＥＲＰＳ，ＧＲＩＧＧＳＣＳ，ＧＵＲＡＵＧ，ｅｔａｌ．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ｔｉｎ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ｆｒｏｍ１ｅｔｈ

ｙｌ３ｍｅｔｈｙｌ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ｕｍ ａｃｅｔａｔｅ 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Ｊ］．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Ｅｎｇｌ，２０１３，５２（４７）：１２３５０．

［１１３］ＬＩＬ，ＹＵＡＮＢ，ＬＩＵＳＷ，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ｉｇｈ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ｆｉｂｅｒ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ｉｏｎｉｃｌｉｑ

ｕｉｄａｓ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２２（１７）：８５８５．

［１１４］ＭＡＢＭ，ＺＨＡＮＧＭ，ＨＥＣＪ，ｅｔａｌ．Ｎｅｗｂｉｎａ

ｒｙ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ｉｂｅｒｓ［Ｊ］．Ｃａｒｂｏ

ｈｙｄｒａｔ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２０１２，８８（１）：３４７．

［１１５］ＸＩＥＨＢ，ＬＩＳＨ，ＺＨＡＮＧＳＢ．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ａｓ

ｎｏｖｅｌ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ｗｏｏｌｋｅｒａｔｉｎｆｉｂｅｒｓ［Ｊ］．Ｇｒｅｅ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５，７（８）：６０６．

［１１６］ＺＨＥＮＧＳＳ，ＮＩＥＹ，ＺＨＡＮＧＳＪ，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ｌ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ｏｌｋｅｒａｔｉｎｂｙｄｉｍｅｔｈ

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Ｊ］．ＡＣ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１１）：２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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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唑基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与牛血清蛋白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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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Ｎ－甲基咪唑、溴代十四烷和双氰胺银为原料，采用两步法合成了１－
十四烷基－３－甲基咪唑双氰胺盐（［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并对其与牛血清蛋白
（ＢＳＡ）混合体系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１）混合体系的ｃｍｃ值和Ａｍｉｎ值
均随ＢＳＡ浓度的增加而变大；２）混合体系中［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与 ＢＳＡ间的相互
作用对ＢＳＡ上氨基酸残基微环境有影响，且主要影响ＢＳＡ上的色氨酸（Ｔｒｐ）残
基；３）混合体系中［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与 ＢＳＡ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体系的水力学
半径，且随着［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浓度的增加，［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水力
学半径变大，并对ＢＳＡ的结构产生影响———使ＢＳＡ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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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１Ｎ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ｙｌ３ｍｅｔｈｙｌ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ｕｍｄｉｃｙａｎａｍｉｄｅｓａｌｔ（［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ｗａ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ｂｙｔｗｏ
ｓｔｅｐ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Ｎｍｅｔｈｙｌ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ｂｒｏｍｏ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ｅａｎｄｄｉｃｙａｎｄｉａｍｉｄｅｓｉｌｖｅｒａｓ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ｗａ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ｗｉｔｈｂｏｖｉｎｅｓｅｒｕｍａｌｂｕｍｉｎ
（ＢＳＡ）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１）Ｔｈｅｃｍｃ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Ａｍｉ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ＢＳ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ａｎｄＢＳＡｉｎｔｈｅｍｉｘ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ｄ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ｏｎＢＳＡ，ａｎｄ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ｔｒｙｐｔｏ
ｐｈａｎ（Ｔｒｐ）ｒｅｓｉｄｕｅｏｎＢＳＡ；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ａｎｄＢＳＡｉｎ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ａｆｆｅｃｔｄ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ｃａｍｅ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ｄｈａｄ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ＢＳＡ———ＢＳＡｗａｓｕｎｆｏｌｄｅｄ．

０　引言

蛋白质和表面活性剂的相互作用一直是业

界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其中，牛血清蛋白与表

面活性剂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对蛋白质的变

性、再折叠、浮选和分离等技术具有指导意

义［１－２］．同时，蛋白质又是生命的基础物质，是

一类带有疏水基的两性聚电解质，存在等电点，

因此其与表面活性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表面活

性剂的种类有很大关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与

蛋白质可以产生很强的相互作用，导致蛋白质

变性，且已经被广泛研究［３－５］．对于阳离子表面

活性剂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研究也有相关报

道［６－７］，但相比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与蛋白质

的研究而言稍显缺乏．

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作为一种功能化离子

液体，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表面活性剂，一

般由疏水侧链和亲水头基两部分组成，具有亲

水、亲油两亲特性，且其极性、亲水性、亲油性可

以通过选择合适的阴离子、阳离子来进行调

整［８－９］，兼有离子液体和表面活性剂的性质，具

有更广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生物和医药领域．

Ｔ．Ｓｉｎｇｈ等［１０］研究了不同链长与明胶的相互作

用，于丽等［１１－１２］以表面张力和荧光光谱法研究

了咪唑类离子液体与牛血清蛋白的相互作用行

为．然而，对于离子液体与牛血清蛋白（ＢＳＡ）相

互作用机理的研究之信息有限．本文拟以 Ｎ－

甲基咪唑、溴代十四烷和双氰胺银为原料，采用

两步法合成一种咪唑基离子液体表面活性

剂———１－十四烷基 －３－甲基咪唑双氰胺盐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并研究其与牛血清蛋白混

合体系的相互作用，探讨其相互作用机理，以期为

此类表面活性剂在生物和医药领域的推广应用

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Ｎ－甲基咪唑、溴代十四烷（工

业级），江苏盐城市龙升精细化工厂产；双氰胺

银（质量分数为９９％），郑州轻工业大学实验室

制；硫氰酸钾（质量分数为９８．５％），天津风船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甲醇（ＡＲ），天津永大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产；乙腈（ＡＲ），科密欧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产；丙酮（ＡＲ），洛阳化学试剂厂产；

乙酸乙酯（ＡＲ），天津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牛血清蛋白（ＢＳＡ，分子量６８０００），Ｓｏｌａｒｂｉｏ

公司产．

主要仪器：ＳＺＣＬ－２型智能磁力搅拌电热

套，上海司乐仪器有限公司产；ＲＥ－２０００Ａ型

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１０－ＮＤ型

真空冷冻干燥机，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Ａｖａｎｃｅ３００型核磁共振仪，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

司产；Ｋ１００自动界面张力仪，德国 Ｋｒｕｓｓ公司

产；ＡＬＶ－３动静态同步激光光散射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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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Ｖ公司产；ＨｉｔａｃｈｉＵ－３９００Ｈ型紫外可见光

谱仪、Ｈｉｔａｃｈｉ７０００型荧光分光光度计，日立高

新技术公司产．

１．２　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的制备
１．２．１　［Ｃ１４ｍｉｍ］［Ｂｒ］的制备　分别称取

１６．４２ｇ（０．２ｍｏｌ）Ｎ－甲基咪唑和 ５５．４６ｇ

（０．２ｍｏｌ）溴代十四烷，将其放入２５０ｍＬ的三

口烧瓶中，加入５０ｍＬ异丙醇，升温至８０℃，搅

拌反应４８ｈ，冷却后用旋转蒸发仪蒸出溶剂，用

乙酸乙酯洗涤３次，冷冻结晶得白色晶体，即为

产物［Ｃ１４ｍｉｍ］［Ｂｒ］，收率８８．７％．

１．２．２　 目标产物的制备 　 称取３５．３９ｇ

（０．１ｍｏｌ）的［Ｃ１４ｍｉｍ］［Ｂｒ］放入 ２５０ｍＬ单口

烧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搅拌使其充分溶解，再缓

慢滴加用去离子水混合均匀的 ２０．８７ｇ

（０．１２ｍｏｌ）的ＡｇＮ（ＣＮ）２，快速搅拌，４０℃下避

光反应６ｈ，静置，取上层清液减
!

蒸馏除去溶

剂后加入过量甲醇充分搅拌溶解，０℃ 下静置

２ｈ后，过滤除去不溶物，重复操作直至无沉淀

析出，减压蒸馏出甲醇，继续依次用乙腈、丙酮

反复洗涤．洗涤至无不溶物后减压蒸馏除去溶

剂，冷冻真空干燥 ４８ｈ，即得目标产物，收率

８９．７％．

１．３　表征与测定方法
１．３．１　目标产物的结构表征　采用核磁共振

波谱仪对目标产物的结构进行测定，溶剂为氘

代二甲基亚砜．

１．３．２　混合体系表面活性参数的测定　采用

表面张力法，向已配制好的溶度分别为 ２×

１０－６ｍｏｌ／Ｌ，１×１０－５ｍｏｌ／Ｌ和５×１０－５ｍｏｌ／Ｌ的

ＢＳＡ溶液中滴加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在自动

表面张力仪上测定混合体系的表面活性参数，

相关公式如下：

ｐＣ２０＝－ｌｇＣ２０ ①

Γｍａｘ＝－
１

２．３０３ｎＲＴ
ｄγ
ｄｌｇ( )ＣＴ

②

Ａｍｉｎ＝（ＮＡΓｍａｘ）
－１ ③

式①中ｐＣ２０表示表面活性剂降低表面张力

的效率，值越大说明效率越高．式②中气体常数

Ｒ＝８．３１４Ｊ／（ｍｏｌ·Ｋ）；Ｔ为热力学温度／Ｋ；Ｃ

为被测表面活性剂浓度／（ｍｏｌ·Ｌ－１）；ｎ为被测

表面活性剂水溶液中的物种数．式③中阿伏伽

德罗常数ＮＡ＝６．０２２×１０
２３ｍｏｌ－１．

１．３．３　混合体系紫外可见光谱的测定　固定

ＢＳＡ浓度为５×１０－５ｍｏｌ／Ｌ，配制含有不同离子

液体表面活性剂浓度（（０—７）×１０－４ｍｏｌ／Ｌ）的

混合体系溶液．在扫描波长范围为 １９０～３１０

ｎｍ，狭缝宽度为１ｎｍ的条件下，以水溶液为空

白，测定ＢＳＡ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再以一定浓

度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溶液作为空白，测定混合

体系在扫描范围内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１．３．４　混合体系荧光光谱的测定　固定 ＢＳＡ

浓度为５×１０－５ｍｏｌ／Ｌ，配制含有不同离子液体

表面活性剂浓度（（０—７）×１０－４ｍｏｌ／Ｌ）的混合

体系溶液．

稳态荧光光谱的测定：以２８０ｎｍ为激发波

长，激发和发射狭缝宽度为２．５ｎｍ／２．５ｎｍ．扫

描速率为１２００ｎｍ／ｍｉｎ，扫描范围为 ３００～

４５０ｎｍ，测定混合体系的发射荧光光谱．

同步荧光光谱的测定：在 Δλ＝２０ｎｍ和

Δλ＝６０ｎｍ条件下，分别测定混合体系中 ＢＳＡ

的色氨酸（Ｔｙｒ）和酪氨酸（Ｔｒｐ）的荧光光谱，激

发和发射狭缝宽度为 ２．５ｎｍ／２．５ｎｍ，扫描速

率为１２００ｎｍ／ｍｉｎ，扫描范围３００～４５０ｎｍ．

１．３．５　混合体系水力学半径分布测量　固定

ＢＳＡ浓度为５×１０－５ｍｏｌ／Ｌ，配制含有不同离子

液体表面活性剂浓度（（０—７）×１０－４ｍｏｌ／Ｌ）的

混合体系溶液．采用动静态同步激光光散射仪

对混合体系进行水力学半径分布测量，每次测

量前将所有样品经 ０．４５μｍ的滤膜过滤，以除

去灰尘．

以上实验温度均为（２５±１）℃．

·３２·



　２０１９年５月 第３４卷 第３期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目标产物结构表征结果

目标产物的１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表征结果

如下：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δ９．１０（ｓ，

１Ｈ），７．７７（ｔ，Ｊ＝１．７Ｈｚ，１Ｈ），７．７０（ｔ，Ｊ＝

１．７Ｈｚ，１Ｈ），４．１５（ｔ，Ｊ＝７．２Ｈｚ，２Ｈ），３．８５

（ｓ，３Ｈ），１．７９（ｄｄ，Ｊ＝１４．３，７．２Ｈｚ，２Ｈ），

１．２５（ｓ，２４Ｈ），０．８６（ｔ，Ｊ＝６．８Ｈｚ，３Ｈ）；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ＭＨｚ，ＤＭＳＯ）δ１３６．９４

（ｓ），１０２０４．０８（ｓ），１２２．７３０（ｓ），４９．２５（ｓ），

４０．６１（ｓ），４０．４０（ｓ），４０．１９（ｓ），３９．９９（ｓ），

３９．７８（ｓ），３９．５７（ｓ），３９．３６（ｓ），３６．２２（ｓ），

３１．７５（ｓ），２９．８４（ｓ），２９．４６～２９．０３（ｍ），２８．８３

（ｓ），２５．９５（ｓ），２２．５６（ｓ），１４．４３（ｓ）．

由１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分析可确定：所制

备的表面活性剂为目标产物［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

２．２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表面活性

分析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表面活性参

数见表１．由表１可知，当 ＢＳＡ浓度为０ｍｏｌ／Ｌ

时，［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具有很好的表面活性．随

着ＢＳＡ浓度的增加，临界胶束浓度（ｃｍｃ）值逐

渐增大，这是因为在［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中加入

ＢＳＡ后，随着浓度的逐渐增大（小于 １．０×

１０－５ｍｏｌ／Ｌ），由 于 静 电 吸 引，大 部 分 的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与ＢＳＡ发生相互作用，体系中

游离的［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减少；当［Ｃ１４ｍｉｍ］

［ＤＣＡ］浓度大于１．０×１０－５ｍｏｌ／Ｌ时，离子液体

表面活性剂在 ＢＳＡ上的静电吸附达到饱和，

体系 表 面 张 力 急 剧 下 降，ｃｍｃ值 增 大．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与 ＢＳＡ相互作用使 ＢＳＡ的

结构发生了变化，ＢＳＡ链的展开使［Ｃ１４ｍｉｍ］

［ＤＣＡ］的Гｍａｘ减小，Ａｍｉｎ增大．

２．３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紫外可见

光谱分析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紫外可见光

谱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ＢＳＡ溶液在紫外区

２７８ｎｍ左右处有明显的吸收峰，根据文献［１３］

可知，芳香性氨基酸上的芳杂环 ｎ－π跃迁可

以在２５０～３００ｎｍ范围内产生紫外吸收，其吸

收性质由芳香族氨基酸的含量所决定．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在此紫外区间内没有吸收峰，

但当ＢＳＡ中加入［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后，ＢＳＡ的吸

收峰强度发生了变化，这说明［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

与ＢＳＡ发生了相互作用，对ＢＳＡ上氨基酸残基

的微环境产生了影响．随着［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浓

度的增大，体系的吸收峰强度逐渐增大，而在

２７８ｎｍ处的峰位置并未发生明显的红移或蓝

移，说明［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对ＢＳＡ蛋白质肽链上

的芳香性氨基酸残基的周围微环境影响较小．

表１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表面活性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ｓｙｓｔｅｍ

ＢＳＡ浓度×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

ｃｍｃ×１０－３

／（ｍｏｌ·Ｌ－１）
ｐＣ２０

Гｍａｘ
／（μｍｏｌ·ｍ－２）

Ａｍｉｎ
／ｎｍ２

５．０ １．４４ ３．９５ ２．４０３ ０．６９１
１．０ １．３４ ３．６１ ２．５９１ ０．６４１
０．２ １．２５ ３．６４ ２．６５２ ０．６２６
０．０ １．２０ ３．４２ ２．７５０ ０．６００

图１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紫外可见光谱

Ｆｉｇ．１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ｖｉｓｉｂ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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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荧光光谱

分析

２．４．１　稳态荧光光谱分析　［Ｃ１４ｍｉｍ］

［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稳态荧光光谱图如图２所

示．由图２可以看出，ＢＳＡ在３３８ｎｍ左右有强

吸收峰，而［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在３００～４５０ｎｍ范

围内没有明显吸收峰．随着［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浓

度的增大，体系的吸收峰强度逐渐降低，同时

伴随着蓝移，最大发射波长从３３８ｎｍ减小到

３３２ｎｍ．这种转变表明，［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

复合物的形成，导致ＢＳＡ的氨基酸残基暴露在

图２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稳态荧光光谱

Ｆｉｇ．２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ｓｙｓｔｅｍ

更加疏水的微环境中［１４］；当［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浓

度大于３．０×１０－３ｍｏｌ／Ｌ时，体系的最大发射峰

变化较小．因此，较低浓度（＜３．０×１０－３ｍｏｌ／

Ｌ）的［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对 ＢＳＡ的二级结构有

稳 定 作 用，而 高 于 一 定 浓 度 （＞３．０×

１０－３ｍｏｌ／Ｌ）时有破坏作用，二级结构的破坏使

ＢＳＡ展开并变性，故［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在保护和

破坏ＢＳＡ结构上具有更大的优势．

２．４．２　同步荧光光谱分析　［Ｃ１４ｍｉｍ］

［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同步荧光光谱如图３所示

（Δλ＝２０ｎｍ和Δλ＝６０ｎｍ研究的分别是混合

体系ＢＳＡ中Ｔｙｒ和Ｔｒｐ两种氨基酸微环境的变

化情况）．由图３可以看出，体系在Δλ＝６０ｎｍ

时荧光强度明显要高于 Δλ＝２０ｎｍ时的荧光

强度，因此，可以推测 ＢＳＡ的内在荧光主要取

决于Ｔｒｐ残基：当［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的浓度小于

３．０×１０－３ｍｏｌ／Ｌ时，随着其浓度的增加，Ｔｒｐ残

基的荧光强度逐渐减小，最大波长峰有一定的

蓝移，说明［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引起了ＢＳＡ结构的

变化；当［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浓度大于 ３．０×

１０－３ｍｏｌ／Ｌ时，Ｔｒｐ残基的荧光强度变化不大，

说明此时ＢＳＡ已经开始变性，这与稳态荧光实

验的结果相吻合．

图３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同步荧光光谱

Ｆｉｇ．３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ｓｙｓｔｅｍ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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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

水力学半径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ｄｉ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ｓｙｓｔｅｍ

２．５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水力学半

径分布与分析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系的水力学半径

（Ｒｈ）分布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以看出，体

系的水力学半径在４．６ｎｍ和１００ｎｍ左右有两

个峰．当［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浓度小于 ２．０×

１０－４ｍｏｌ／Ｌ时，体系的水力学半径没有明显变

化，但当其浓度为５．０×１０－４ｍｏｌ／Ｌ时，原来两

个峰的强度减弱，在６４８ｎｍ处出现一个新峰，

这是由于［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的加入导致部分

ＢＳＡ的结构发生变化，使 ＢＳＡ链展开，随着其

浓度的增大，６４８ｎｍ的峰向更大半径分布方向

移动；当其浓度为１．２×１０－３ｍｏｌ／Ｌ时，半径分

布为８９８ｎｍ左右，并且相关强度也随之增大；

当浓度为 ５．０×１０－３ｍｏｌ／Ｌ时，半径分布为

１１５０ｎｍ左右，再增大浓度，半径分布变化较

小，推测此时ＢＳＡ已经完全展开，除４．６ｎｍ处

和１１５０ｎｍ处之外，在１～１０ｎｍ之间还有一个

半径分布，这可能是由［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与 ＢＳＡ

的复合物达到饱和后在水溶液中形成的自由胶

束产生的．

３　结论

本文以Ｎ－甲基咪唑、溴代十四烷和双氰

胺银为原料，采用两步法合成了咪唑基离子液

体表面活性剂，经核磁共振确认该产物为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运用表面张力法、紫外可见

光谱法、荧光光谱法和动态光散射法研究了

［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与 ＢＳＡ在其混合体系中的相

互作用，得到如下结论：

１）混合体系的 ｃｍｃ值和 Ａｍｉｎ值均随 ＢＳＡ

浓度的增加而变大；

２）混合体系中［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与ＢＳＡ间
的相互作用对 ＢＳＡ上氨基酸残基微环境有影

响；混合体系中［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浓度较低时，
对ＢＳＡ的二级结构有稳定作用，而高于一定浓

度时有破坏作用，二级结构的破坏使 ＢＳＡ展开
并变性，且主要影响ＢＳＡ上的Ｔｒｐ残基；

３）混合体系中［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与ＢＳＡ的

相互作用会影响体系的 Ｒｈ，且随着［Ｃ１４ｍｉｍ］
［ＤＣＡ］浓度的增加，［Ｃ１４ｍｉｍ］［ＤＣＡ］／ＢＳＡ体

系的Ｒｈ变大，当其浓度为５．０×１０
－３ｍｏｌ／Ｌ时，

ＢＳＡ已经完全展开．
该研究将为理解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与蛋

白质的相互作用，并为拓展离子液体表面活性

剂在蛋白质领域的应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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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Ｂ，２０１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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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催化转化制取２，５－二甲基呋喃的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ｉｎｔｏ２，５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ｆｕｒａｎ

关键词：

纤维素；２，５－二甲基
呋喃；离子液体；催化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２，５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ｆｕｒａｎ；
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郑勇，郑永军，田大勇，侯绍刚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ｊｕｎ，ＴＩＡＮＤａｙｏｎｇ，ＨＯＵＳｈａｏｇａｎｇ

安阳工学院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河南 安阳 ４５５００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ｙａ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ｙａｎｇ
４５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摘要：采用离子液体１－丁基－３－甲基咪唑氯盐和１－磺丙基 －３－甲基咪唑
硫酸氢盐分别作为溶剂和催化剂，先将纤维素进行均相水解，然后用甲酸作为

氢源，通过催化加氢的方法制备２，５－二甲基呋喃（ＤＭＦ）．根据标准样品的紫
外吸收光谱和朗伯比尔定律，建立 ＤＭＦ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筛选适宜的
ＤＭＦ制备条件．结果表明，在甲酸浓度为２ｍｏｌ·ｋｇ－１，反应温度为３４３Ｋ和时
间为１２ｈ的条件下，ＤＭＦ的产率达到最大值４１．２％．与传统方法相比，离子液
体的使用增强了体系的稳定性，降低了有机溶剂的比重，反应过程更加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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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２，５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ｆｕｒａｎ（ＤＭＦ）ｗａ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ＵＶ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ｓｌａｗ，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ＤＭＦ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ＤＭＦ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ｗｈｅｎ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ｍｉｃａｃｉｄｗａｓ２ｍｏｌ·ｋｇ－１，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３４３Ｋ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ｗａｓ１２ｈ，
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ＤＭＦｒｅａｃｈｅｄａｍａｘｉｍｕｍｏｆ４１．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ｉｏｎｉｃｌｉｑ
ｕｉ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ｏｌｖ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ｓｇｒｅｅｎｅｒ．

０　引言

能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物质源

泉，是世界各国宝贵的战略资源．目前，煤炭、石

油和天然气仍然是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这些

传统化石能源不仅难以再生，而且过度消耗会

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开发新型

绿色可再生能源．其中，以纤维素为代表的生物

质分布广泛、储量大、可再生，可用于制备多种

绿色燃料和精细化学品，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

新型能源之一［１］．

在纤维素的衍生产物中，２，５－二甲基呋喃

（ＤＭＦ）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燃油，具有以

下优点：１）能量密度高达３１．５ＭＪ·Ｌ－１，远大

于乙醇，与汽油相当［２］；２）沸点高，大约 ９２～

９４℃，挥发性相对较低，可减少在存储和使用

过程中因挥发所带来的损耗［３］；３）难溶于水，

可以比较稳定地存在于空气中且不易吸水；４）
生产原料可以是纤维素等生物质，能够减少对

化石能源和粮食的依赖，降低生产成本，利于保

护环境．ＤＭＦ由于具有较好的物理化学性质，
有望作为新一代绿色生物质燃料油而得到广泛

的应用．ＤＭＦ的制备可以通过生物质的两步转
化反应来实现，反应过程见图１．第一步是将果
糖、葡萄糖和纤维素等生物质进行脱水（或水

解＋脱水）生成中间体５－羟甲基糠醛（ＨＭＦ）；
第二步是将 ＨＭＦ催化氢解而得到最终产物
ＤＭＦ［４－６］．然而，上述反应体系大多为传统的水
溶液或有机溶剂，稳定性较差，易挥发或易燃，

而且催化剂多为无机酸，毒性大且不利于环保．
离子液体是一类新型的绿色低温介质，具

有不易燃、挥发性极低、稳定性高等优良的理化

性质，可作为纤维素等生物质转化反应中的高

效溶剂和催化剂．近年来，国内外对离子液体体
系中催化转化制备ＤＭＦ开展了研究，取得了初

图１　纤维素转化制备ＤＭＦ的反应过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ｉｎｔｏＤＭ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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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进展［７－９］．例如，Ｍ．Ｃｈｉｄａｍｂａｒａｍ等［８］在离

子液体１－乙基 －３－甲基咪唑氯盐（［Ｅｍｉｍ］

Ｃｌ）中，以钯碳（Ｐｄ／Ｃ）为催化剂，首先使葡萄糖

转化为 ＨＭＦ，然后进行加氢反应，获得 ＤＭＦ．

Ｃ．Ｌｉ等［９］将离子液体１－丁基 －３－甲基咪唑

氯盐（［Ｂｍｉｍ］Ｃｌ）和四氢呋喃组成双相体系，

以钌碳（Ｒｕ／Ｃ）为催化剂，实现了果糖一步转化

制备 ＤＭＦ的过程．然而，目前国内外对纤维素

在离子液体中催化转化ＤＭＦ的研究较少，大部

分研究停留在 ＨＭＦ的制备和实验条件的筛选

上，反应原料多为葡萄糖、果糖等低分子的糖类

化合物，且适用于纤维素等天然大分子生物质

的高效均相催化剂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

鉴于此，本文拟分别以离子液体［Ｂｍｉｍ］Ｃｌ

和 １－磺丙基 －３－甲基咪唑硫酸氢盐

（［Ｃ３ＳＯ３Ｈｍｉｍ］［ＨＳＯ４］）为溶剂和催化剂，完

成纤维素的溶解和均相催化水解，再以甲酸为

氢源、Ｐｄ／Ｃ为催化剂，通过中间产物ＨＭＦ的加

氢反应制备 ＤＭＦ，并系统分析甲酸浓度、反应

温度和反应时间等实验条件对反应过程和

ＤＭＦ产率的影响，以期筛选出适宜的反应条

件，为相关研究和应用提供基础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与仪器
主要 试 剂：离 子 液 体 ［Ｂｍｉｍ］Ｃｌ和

［Ｃ３ＳＯ３Ｈｍｉｍ］［ＨＳＯ４］（纯度大于９９％），林州

市科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纤维素（平均粒

径小于２５μｍ，实验前将纤维素置于真空干燥

箱中干燥２４ｈ），ＤＭＦ，甲酸，四氢呋喃，乙酸乙

酯，无水乙醇，上述试剂的纯度均大于 ９９％，

Ｐｄ／Ｃ（Ｐｄ的质量分数为１０％），上海阿拉丁生

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

主要仪器：ＭＥ１０４型电子分析天平，梅特

勒－托利多国际有限公司产；ＤＺＦ－６０２０型真

空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产；

ＵＶ－２６０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岛津企业管

理（中国）有限公司产；ＲＣＴ型加热磁力搅拌

器，艾卡（广州）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产；ＲＥ－

２０００型旋转蒸发仪，ＳＺ－９３Ａ双重纯水蒸馏

器，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产．

１．２　纤维素的溶解与转化
在３７３Ｋ温度条件下，将１ｇ纤维素溶解于

１５ｇ的［Ｂｍｉｍ］Ｃｌ中，搅拌直至形成均一透明

的溶液．然后，向混合溶液中加入 ０．１ｍｏｌ·

ｋｇ－１的［Ｃ３ＳＯ３Ｈｍｉｍ］［ＨＳＯ４］作为催化剂，继续

加热搅拌反应５ｈ，使纤维素充分水解并转化生

成中间体 ＨＭＦ．在此基础上，向溶液体系中加

入３０ｍＬ四氢呋喃、３ｇＰｄ／Ｃ和 １～３ｍｏｌ·

ｋｇ－１甲酸，在３２３～３６３Ｋ的温度下继续搅拌反

应４～１６ｈ．最后，向溶液中加入二次蒸馏水后

过滤，用乙酸乙酯将溶液反复萃取，经过蒸发提

纯获得ＤＭＦ产物．

１．３　产物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
首先在２９８Ｋ温度条件下，将ＤＭＦ标准样

品配制成不同浓度的乙醇溶液．然后，通过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上述溶液的紫外吸收

光谱．

根据ＤＭＦ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曲线，将最

大紫外吸收峰处的吸光度 Ａ对浓度 ｃ进行作

图，依据朗伯比尔定律对数据点进行直线拟合，

获得相应的拟合方程．

朗伯比尔定律公式如下：

Ａ＝εｂｃ

其中，ε为摩尔吸收系数，ｂ为吸收层厚度．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ＤＭＦ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果
图２为不同浓度ＤＭＦ的紫外吸收光谱图．

由图２可以看出，所有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曲

线形状基本一致，最大紫外吸收峰位于２１９ｎｍ

处，该处属于 ＤＭＦ的特征吸收峰，与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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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１０－１１］．另外，在紫外吸收光谱图中未发现

其他明显的结构特征峰，说明通过该方法可以

实现样品中ＤＭＦ的定性测试．

图３为ＤＭＦ的紫外吸光度与浓度之间的

拟合关系图．依据朗伯比尔定律对图３中数据

点进行直线拟合，获得相应的拟合方程：

Ａ＝７．７１×１０３×ｃ＋２．３４×１０－２

由图３和上述拟合方程可知，所有数据具

有较好的线性关系，拟合优度Ｒ２达０．９９９５，与

朗伯比尔定律符合较好，能够用于ＤＭＦ的定量

分析．

图２　不同浓度ＤＭＦ的紫外吸收光谱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ＵＶ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

ＤＭＦ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图３　ＤＭＦ的紫外吸光度与浓度之间的拟合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ｌｏｔｓｏｆＵＶ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ｖ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ＭＦ

２．２　纤维素催化转化制取ＤＭＦ适宜反应条件

的选取结果

　　为了系统研究纤维素转化制备 ＤＭＦ的反

应规律，在文献调研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笔者

采用甲酸作为 ＨＭＦ加氢反应的氢源，Ｐｄ／Ｃ为

该过程中的催化剂［３，１２］．根据样品的紫外吸收

测试结果，重点考察了甲酸浓度、反应温度和反

应时间对ＤＭＦ产率的影响，从而筛选出适宜的

反应条件．

表１为３２３Ｋ条件下，不同反应时间和甲

酸浓度下 ＤＭＦ的产率．由表１可知，在相同的

反应温度和时间等条件下，随着体系中甲酸浓

度的不断升高，ＤＭＦ的产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

趋势．当甲酸的浓度为２ｍｏｌ·ｋｇ－１，反应时间

为１２ｈ时，ＤＭＦ的产率最高，可达３６．５％．根

据催化反应和甲酸的结构特点可知，适量的甲

酸能够为ＨＭＦ的加氢转化提供充分的氢源，有

利于提高反应的效率［１３］．然而，当甲酸过量时，

较高的酸度容易增大副反应，致使反应的选择

性和ＤＭＦ的产率降低．另一方面，同等条件下，

适度地增加反应时间可以显著提高 ＤＭＦ的产

率．本研究中，产率一般在反应１２ｈ时达到最

高，但随后又有所降低．该变化趋势说明，此类

有机催化反应的速率较慢，时间是保证反应物

充分转化的必要条件．但过长的时间会使产物

的产率减小，这可能是因为在较长的反应时间

下，体系中易于发生一定的副反应，同时 ＤＭＦ

的少量挥发也会导致产率降低．所以，适宜的反

应 时 间 为 １２ｈ，适 宜 的 甲 酸 浓 度 为

２ｍｏｌ·ｋｇ－１．

表２为甲酸浓度为２ｍｏｌ·ｋｇ－１时，不同反

应时间和温度下 ＤＭＦ的产率．由表２可知，在

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当温度在３２３～３４３Ｋ范围

内升高时可以增大 ＤＭＦ的产率．但是，当温度

继续上升至３６３Ｋ后，ＤＭＦ产率显著降低．这

说明温度的适度提高，能够促进加氢反应的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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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２３Ｋ条件下，不同反应时间和

甲酸浓度下ＤＭＦ的产率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ＤＭＦａｔ３２３Ｋ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ｏｒｍｉｃａｃｉｄ ％

时间／ｈ
甲酸浓度／（ｍｏｌ·ｋｇ－１）

１ ２ ３
４ １５．１ ２２．７ １９．８
８ ２３．５ ３１．３ ２９．２
１２ ２９．４ ３６．５ ３４．３
１６ ２７．８ ３３．６ ３０．４

表２　甲酸浓度为２ｍｏｌ·ｋｇ－１时，不同反应时间和

温度下ＤＭＦ的产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ＤＭＦａｔ２ｍｏｌ·ｋｇ－１ｆｏｒｍｉｃ

ａｃｉ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

时间／ｈ
温度／Ｋ

３２３ ３４３ ３６３
４ ２２．７ ２６．１ ２０．５
８ ３１．３ ３７．０ ２８．６
１２ ３６．５ ４１．２ ３３．４
１６ ３３．６ ３８．９ ２９．２

利进行，从而增大 ＤＭＦ的产率．但是过高的温

度往往会加重有机副反应，也使得部分反应物

和产物更易于挥发，不利于获得较高的产率．因

此，当甲酸浓度为２ｍｏｌ·ｋｇ－１时，ＤＭＦ的产率

在３４３Ｋ和１２ｈ条件下达到最大值４１．２％．

３　结论

本文采用离子液体［Ｂｍｉｎ］Ｃｌ和［Ｃ３ＳＯ３Ｈ

ｍｉｍ］［ＨＳＯ４］作为溶剂和催化剂完成了纤维素

的均相水解，以甲酸作为氢源、Ｐｄ／Ｃ为催化剂，

通过催化加氢反应将 ＨＭＦ等中间体进一步转

化为ＤＭＦ．根据标准样品的紫外吸收光谱和朗

伯比尔定律，建立了ＤＭＦ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方

法，筛选出了制备 ＤＭＦ的适宜反应条件．结果

表明，在甲酸浓度为２ｍｏｌ·ｋｇ－１，反应温度为

３４３Ｋ和时间为１２ｈ的条件下，ＤＭＦ的产率达

到最大值４１．２％．

与传统方法相比，离子液体的使用增强了

体系的稳定性，降低了有机溶剂的比重，反应过

程更加绿色环保．但本文以纤维素作为原料，该

反应过程比单糖或 ＨＭＦ等低分子化合物直接

催化转化要复杂，受到了较多客观反应条件的

限制．同时，从化学组成较为复杂的高分子生物

质到低分子的化合物，其反应的选择性往往不

高．因此，与低分子化合物直接转化相比，最终

的ＤＭＦ产率相对较低．但是，从技术的应用角

度来看，本研究为纤维素转化制备ＤＭＦ提供了

更多的实验依据．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反应机

理，继续优化反应体系和实验方法，不断提高反

应效率，更好地推动ＤＭＦ在工业生产和社会生

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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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孢杆菌生物制剂
对复烤后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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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烟叶表面筛选出３株可能用于烟叶增香提质的菌株，即高地芽孢杆菌
Ｙ２（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ｉｓ）、地衣芽孢杆菌Ｄ３（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ｌｉｃｈｅｎｉｆｏｒｍｉｓ）、枯草芽孢杆菌
Ｌ１（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ｓｕｂｔｉｌｉｓ），将其组成单一和复配生物制剂对烟叶进行固态发酵，研究
芽孢杆菌生物制剂对烟叶常规化学成分、香味物质和石油醚提取物含量的影

响．结果表明：采用单一菌株对烟叶进行固态发酵后，烟叶的总糖和还原糖含量
均下降，烟叶中的羰基类、酸类、酯类等香味物质含量均增加，香味成分也更为

丰富．采用复配菌株生物制剂对烟叶进行固态发酵后，烟叶的总糖和还原糖含
量均下降，Ｙ２＋Ｌ１复配处理可有效降低烟碱的含量并提高糖碱比；但菌株复配
后并未呈现对香味成分产生影响的叠加效应，而是在一些香味物质上表现出完

全相反的趋势．Ｄ３处理或者 Ｙ２＋Ｄ３复配处理能提高石油醚提取物含量，表现
出较强的生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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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ｕｇａｒ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ｇ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ｅａｖ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Ｙ２＋Ｌ１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ａｔｉｏ
ｏｆｓｕｇａｒｔｏａｌｋａｌｉ．Ｉｔｄｉｄｎｏｔｓｈｏｗ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ｉｔｅｘｈｉｂｉ
ｔｅｄ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ｔｒｅｎｄｏｎｓｏｍｅａｒｏｍａ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Ｄ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ｒＹ２＋Ｄ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ｓｈｏｗｅｄ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ｏ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０　引言

烟草发酵是烟叶采收后的重要加工步骤，

可利用微生物改善烟叶品质．小什列晋格最早

提出微生物发酵假说［１］，他认为，烟草发酵初期

由微生物起主导作用，后续过程才是在无机催

化剂的作用下进行的．烟叶在发酵过程中表面

存在大量且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可

以将烟叶中的一些大分子物质（如蛋白质、淀

粉等）降解为单糖、氨基酸等一些小分子物质，

然后这些小分子物质再经过一系列反应生成

醇、醛、酸、酯、酮等香味成分，从而提升烟叶的

吸食品质［２］．

烟叶发酵过程中，如何利用接种微生物加

快其发酵速度、提升烟叶香气和品质等，前人已

有较多的研究．Ｊ．Ｊ．Ｒｅｉｄ等［３］发现，烘烤后的雪

茄烟叶表面存在大量的细菌和霉菌．Ｊ．Ｂ．Ｃ．

Ｋｏｌｌｅｒ等［４］最先尝试在烟叶上接种微生物，发

现在雪茄烟叶接种酵母菌可以加速发酵进程，

使发酵更为彻底．黄静文等［５］从烟叶表面分离

出一种短小芽孢杆菌，用于烟叶发酵可以提升

烟香、醇和烟气、降低刺激性并掩盖杂气．此外，

在烟叶发酵过程中利用微生物来降低烟叶中烟

碱含量的报道也较多．Ｘ．Ｗ．Ｇｏｎｇ等［６］从种植

烟草的土壤中分离出一株红球菌（Ｒｈｏ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该细菌可以有效降解烟叶中的烟碱．Ｃ．
Ｍ．Ｃｈｅｎ等［７］从醇化多年的烟叶表面分离出一

株假单胞菌Ｎｉｃ２２（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ｐ．），并将其接
种至以烟碱为唯一碳源和氮源的培养基，在

３０℃，２２０ｒ／ｍｉｎ的摇床中发酵２ｄ，烟碱的降
解率超过７０％（质量分数，下同）．然而，利用芽
孢杆菌组成的复配生物制剂对烟叶香味成分的

影响与单一微生物制剂施加效果的对比研究较

少．鉴于此，本研究拟利用从烟叶表面分离得到
的３株芽孢杆菌组成单一和复配生物制剂对烟
叶进行固态发酵，考察其对烟叶主要化学成分

和香味物质的影响，旨在为研究微生物固态发

酵烟叶，改善烟叶内在品质提供理论依据和数

据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试剂与仪器
２０１６年兴义 Ｂ３Ｆ复烤烟叶，广西中烟提

供；高地芽孢杆菌Ｙ２（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ｉｓ），地衣
芽孢杆菌 Ｄ３（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ｌｉｃｈｅｎｉｆｏｒｍｉｓ），枯草芽孢
杆菌Ｌ１（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ｓｕｂｔｉｌｉｓ），上述菌株均由烟叶表
面分离得到；复配菌株，由上述菌株按体积比

１１两两复配制成；沸程３０～６０℃的石油醚
（分析纯），烟台市双双化工有限公司产；无水

硫酸钠（分析纯），天津市瑞金特化学品有限公

司产；ＬＢ培养基，北京奥博星有限公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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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Ｘ－１０００Ｆ生化培养箱，上海一恒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产；ＨＨ－Ｓ４电热恒温水浴锅，天津

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产；ＳＷ－ＣＪ－２ＦＤ型洁

净工作台，苏净集团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

司产；ＪＴ－Ｋ６水分测定仪，上海佑科仪器仪表

有限公司产；Ｕｌｔｒａ３４００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北

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产；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

５９７３型气质联用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产；ＡＡ３

型连续流动分析仪，德国 ＳＥ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公

司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烟叶发酵　用接种环将菌株从固体培

养基中接种２环到１００ｍＬＬＢ液体培养基，在

３７℃，１２０ｒ／ｍｉｎ摇床中培养２４ｈ．然后将得到

的种子液在 ４℃，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

１０ｍｉｎ，弃上清液，收集湿菌体，用无菌去离子

水对湿菌体进行重悬，用分光光度计确定稀释

倍数，稀释至 ＯＤ６００＝１．４５，也就是菌体浓度稳

定在１０８ｃｆｕ／ｍＬ．吸取１０ｍＬ菌悬液均匀喷洒

在４０ｇ（湿基）烟叶上，对照组喷洒等量无菌去

离子水，将处理好的烟叶置于３７℃，相对湿度

７５％的条件下发酵４８ｈ后备用．

复配菌株制备方法：将上述重悬稀释后菌

体浓度稳定在１０８ｃｆｕ／ｍＬ的纯种菌悬液各量取

５ｍＬ，两两进行复配，组成１０ｍＬ复配制剂，复

配方案见表１，１＃为对照组（ＣＫ）．

１．２．２　常规化学成分和香味物质测定　分别

表１　菌株复配方案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编号 接种菌株 复配比例 用量／ｍＬ

１＃ 无菌去离子水 — １０

２＃ Ｙ２ — １０

３＃ Ｄ３ — １０

４＃ Ｌ１ — １０

５＃ Ｙ２＋Ｄ３ １１ ５＋５

６＃ Ｙ２＋Ｌ１ １１ ５＋５

７＃ Ｄ３＋Ｌ１ １１ ５＋５

采用《烟草及烟草制品总植物碱的测定 连续流

动法》（ＹＣＴ１６０—２００２）［８］、《烟草及烟草制品

氯的测定 连续流动法》（ＹＣＴ１６２—２０１１）［９］和

《烟草机烟草制品中钾的测定法 火焰光度法》

（ＹＣＴ１７３—２００３）［１０］测定烟草中的烟碱、钾和

氯；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总糖和还

原糖［１１］．

香味物质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测

定，分析流程为：称取处理后的样品３０ｇ进行

粉碎，过６０目筛，同时蒸馏萃取２．５ｈ，萃取剂

为ＣＨ２Ｃｌ２．同蒸结束后，待萃取液冷却至室温

后加入１ｍＬ内标，然后加入无水硫酸钠静置一

晚后浓缩至１ｍＬ，置于色谱瓶中进行 ＧＣＭＳ

检测．

ＧＣＭＳ检测色谱条件：ＨＰ－５ＭＳ（６０ｍ ×

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色谱柱；载气为高纯氦

气；进样口温度２８０℃；流速３ｍＬ／ｍｉｎ；分流比

５１．升温程序：起始温度５０℃保持２ｍｉｎ，以

８℃／ｍｉｎ升至 ２００℃，再以 ２℃／ｍｉｎ升至

２８０℃，保持１０ｍｉｎ．

质谱条件：接口温度２７０℃，离子源温度

２３０℃，四极杆温度１５０℃，离子化方式 ＥＩ，电

子能量７０ｅＶ，质量扫描范围３５～５５０ｍ／ｚ．

１．２．３　石油醚提取物的测定　采用文献［１２］

的方法测定石油醚提取物的含量．

１．２．４　数据处理　将测定的化学指标采用

ＳＰＳＳ和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处理和图形绘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芽孢杆菌生物制剂对烟叶常规化学成分

的影响

　　使用芽孢杆菌生物制剂对烟叶进行固体发

酵，分别对发酵前后烟叶中总糖、还原糖、烟碱、

钾和氯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

知，与对照组１＃相比，实验组烟叶中的总糖和

还原糖含量均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烟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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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接种的微生物以烟叶中的糖作为碳源用于自

身的生长发育而导致的变化；接种单一或复配

菌株进行固态发酵后，只有编号６＃烟碱含量下
降，其余编号的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编号４＃

的钾氯比相比对照组增大，燃烧性增强；编号

６＃糖碱比最佳，为９．０８．

表２　经芽孢杆菌生物制剂发酵

前后烟叶常规化学成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ｏｕｔ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ｌｅａｖ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ｓ

编号
总糖
／％

还原
糖／％

烟碱
／％ 钾／％ 氯／％ 钾氯比

糖碱
比

１＃ ２５．４７ ２０．８６ ２．８４ １．７７ ０．５５ ３．２２ ８．９７
２＃ ２３．３８ １８．６２ ２．９８ １．８３ ０．５９ ３．１０ ７．８５
３＃ ２４．２１ ２０．３８ ３．０９ １．７２ ０．７１ ２．４２ ７．８３
４＃ ２５．２１ ２０．４３ ２．８５ １．７９ ０．５４ ３．３１ ８．８５
５＃ ２４．５７ ２０．１２ ２．９１ １．６７ ０．６１ ２．７４ ８．４４
６＃ ２４．７６ １８．８６ ２．７３ １．７８ ０．６５ ２．７４ ９．０８
７＃ ２４．７１ ２１．４９ ２．９６ １．７６ ０．５５ ３．２０ ８．３５

２．２　芽孢杆菌生物制剂对香味物质含量的

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接种菌株对烟草品质的影
响，将经芽孢杆菌生物制剂处理后的样品进行

香味物质的 ＧＣＭＳ分析，利用 Ｎｉｓｔ１１谱库进
行检索，使用人工解析对烟叶中的香气成分进

行定性分析，并采用归一化法对烟叶中的香气

成分进行定量，共检测出８６种香味成分，根据
官能团的不同将其分成８类，包括醇类１０种、
羰基类２５种、酸类９种、酯类和内酯１５种、烃
类１７种、杂环类６种、酚类１种、酰胺和亚胺类
２种、新植二烯，各类物质含量如表３所示．编
号１＃—７＃的样品分别检测出 ４６种、５６种、５９
种、５７种、６１种、６０种和６１种香气成分，说明
经处理后的烟叶香味成分更加丰富．

除编号５＃之外，其余各编号中香味物质总
量均高于对照组，趋势为编号４＃＞编号２＃＞编
号３＃＞编号６＃＞编号７＃＞编号１＃＞编号５＃．由

单一菌株发酵后，羰基类、酸类、酯类和内酯、烃

类、杂环类及酚类含量均升高，编号３＃醇类含

量增加，编号２＃和编号３＃酰胺和亚胺类物质含

量增加．新植二烯是烟叶中性挥发物中最为丰

富的成分，其本身具有清香气，而且在抽吸时可

以直接进入烟气，具有降低刺激性醇和烟气的

作用，并且可以增进烟的吃味和香气［１３］，编号

２＃和编号４＃新植二烯含量增加，其中编号２＃含

量最高，达到了８１６．０４μｇ／ｇ．菌株复配后，并未

呈现出单一菌株对香味成分影响的叠加效应，

例如编号３＃和编号４＃中羰基类物质含量均有

所增加，但菌株复配后（编号７＃）烟叶羰基类物

质含量下降；编号２＃和编号４＃中的醇类物质含

量均低于对照组，复配后（编号６＃）醇类物质含

量却升高．

菌落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对

碳、氮的需求，消耗烟叶中的某些物质作为养

分，同时分泌多种胞外酶，分解转化烟叶中的纤

维素、果胶、蛋白质等致香前体物，从而引起烟

叶中性香气成分的变化［１４］．瞿娇娇等［１５］利用

从豆豉中分离得到的一株枯草芽孢杆菌接种到

Ａ２Ｃ２等级的烟叶后进行发酵，发现酸类、酯类

和新植二烯含量分别增加１０２．７％，２２．３％和

２．５％；在本研究中，接种单一枯草芽孢杆菌的

编号４＃酸类、酯类和新植二烯含量分别增加

１２６．３％，１０．１％和２．３％：两者研究结果一致．

而利用地衣芽孢杆菌固态发酵烟叶的研究还鲜

有报道．

当菌株复配后，烟叶的部分化学成分呈现

出了与单一菌株相反的趋势，比如高地芽孢杆

菌和枯草芽孢杆菌均会使烟叶新植二烯含量升

高，糖碱比和醇类物质含量降低，组成复配制剂

后却导致新植二烯含量降低，但糖碱比和醇类

香味物质均升高且高于对照．刘洋［１６］将从烟叶

表面分离得到的高地芽孢杆菌和解淀粉芽孢杆

菌进行１１复配后对烟叶进行固态发酵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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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经芽孢杆菌生物制剂发酵前后烟叶香味物质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ｒｏｍ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ｅａｖ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ｓ μｇ／ｇ

类
型

香味物质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醇
类

香叶基香叶醇 — — １．０９ ３．４５ — ６．２５ ０．８６
松油醇 — — — — ０．５１ ０．５０ —

金合欢醇 ８．６９ ０．１６ ９．４７ — — — ９．２５
芳樟醇 １．２７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６ １．３１ １．３８ １．３６
苯乙醇 １．２７ １．５１ １．９４ １．７８ １．６７ １．８１ １．９０
苯甲醇 ２．１３ ２．５６ ３．８１ ３．４９ ３．１６ ３．０２ ３．４３
（±）－６－甲基－５－庚烯基－２－醇 —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１Ｓ，２Ｅ，４Ｒ，７Ｅ，１１Ｅ）－２，７，１１－西柏三烯－４－醇 — — — — ２．６８ ０．９２ ５．２７

（２Ｚ，６Ｅ）－３，７，１１－三甲基十二碳－２，６，１０－
三烯－１－醇 — ０．７４ — — — — —

３－呋喃甲醇 — — — — — ０．１７ ０．１９
合计１０种 １３．３６ ６．４３ １７．８１ １０．２４ ９．４９ １４．２１ ２２．４２

羰
基
类

十五烷醛 — — ２．６４ ２．８２ ２．５４ ２．４６ —

壬醛 — — — — ０．１１ — —

螺岩兰草酮 ６．４７ ４．７３ ７．１３ ６．１４ ４．８９ ４．１９ ４．５１
环庚三烯酮 — — — — — — ０．１８
庚二烯醛 — — — — — ０．１９ ０．１３
反－２，６－壬二醛 — —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３０ ０．２１
法尼基丙酮 — — — ０．７７ — — —

橙花基丙酮 １．６５ — １．６１ １．７０ — — １．４９
苯乙醛 ３．５５ ３．５１ ３．３６ ３．５２ ３．９７ ３．５５ ３．４４
β－紫罗兰酮 — — — １．３０ — — —

β－环柠檬醛 — — — ０．１７ — — —

β－大马酮 １２．０６ １３．６９ １２．５４ １２．１２ １２．５４ １２．１７ １２．０４
α－大马酮 ０．９２ １．０８ １．０２ １．０４ ０．９８ １．０３ １．０４
２－（４－甲基－３－环己烯基）丙醛 — — — — — ０．１７ —

２，６，６－三甲基－１，３－环己二烯－１－甲醛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８
２，６，６－三甲基－１，４－环己二酮 — — — — — — ０．０９
２－吡啶甲醛 — — —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６
４，７，９－巨豆三烯－３－酮 ２８．７５ ３１．７２ ３０．８９ ２９．１５ ２９．７７ ２７．６２ ２６．０１
４－羟基－β－二氢大马酮 １．６７ １．９３ ２．９９ ２．８１ ２．１２ ２．７２ ２．５２
５－甲基糠醛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７８ ０．７８ １．２５ ０．８８ ０．９９
６－甲基－５－庚烯－２－酮 ０．４２ ０．３１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３５
３－吡啶甲醛 — — ０．１６ — — — ０．２７
４－吡啶甲醛 — — — — ０．２８ ０．２８ —

６，１０，１４－三甲基－２－十五烷酮 ３．９４ ４．０６ ４．０２ — ３．３９ ３．３５ ３．５１
６，１０－二甲基－５，９－十一双烯－２－酮 — １．７３ — — １．６７ １．５８ —

合计２５种 ６０．５ ６３．７８ ６８．０４ ６３．５ ６４．７５ ６１．４３ ５７．４２

酸
类

棕榈酸 ５５．９１ ７２．６２ １０１．８６ １１１．１４ ６９．６７ １２３．３９１０６．２５
正十四碳酸 ３．２１ ５．１９ ５．７７ ４．８８ ４．５３ — ３．３８
硬脂酸 — ２．９１ ３．２４ ３．６１ ２．１３ ４．１７ ３．６６
亚油酸 — ６．２３ ８．９８ １１．６５ ５．７９ １１．１６ １０．４５
辛酸 — — ０．１６ — — ０．１６ —

十七烷酸 １．３１ — — １．９８ １．４６ — —

壬酸 — — — — ０．２６ — —

α－亚麻酸 １０．７９ １５．２４ ２５．４７ ２７．８９ １３．０２ ３４．６５ ２７．４８
２－吡啶甲酸 — — ０．２３ — — — —

合计９种 ７１．２２ １０２．１９ １４５．７１ １６１．１５ ９６．８６ １７３．５３１５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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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３　 μｇ／ｇ
类型 香味物质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酯
类
和
内
酯

棕榈酸甲酯 １５．０２ １６．６２ １５．９０ １６．６９ １４．２９ １６．３３ １５．８１
硬脂酸甲酯 １．７０ ２．３２ ２．１４ ２．５１ １．７３ ２．７４ ２．６７
亚油酸甲酯 ６．２４ — ７．６２ — — ９．２６ ８．５３
亚麻酸甲酯 １１．７２ １５．８３ １５．４１ １５．９３ １１．９９ ２１．６５ １７．０９
十四酸甲酯 ０．５２ ０．６０ — ０．５７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５３
三甲基硅烷基棕榈酸酯 ５．０４ ４．９３ ５．３２ ５．８９ ３．８６ — —

三甲基硅烷基十五烷酸酯 ２．０４ ２．２２ ２．７２ ３．３５ １．８９ — ３．５２
三甲基硅烷基肉豆蔻酸酯 ３．７５ ５．１５ ６．５４ ６．３９ ４．６３ ６．０５ ５．５９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１７．０９ １７．２８ — — — — —

二氢猕猴桃内酯 ４．１３ — ６．１５ ５．３２ ５．０７ — —

γ－十一烷酸内酯 ２．５１ ２．６６ — — — — ２．６６
Ｏ２－丁基Ｏ１－（２－甲基丙基）苯－１，２－二羧酸酯 — — １５．００ １２．７６ １３．８０ １８．８７ １６．６５
（７Ｅ，１０Ｅ，１３Ｅ）－７，１０，１３－十六碳三烯酸甲酯 １．０３ — ２．２９ — １．８０ ３．６７ ２．７２
１２－甲基十三烷酸甲酯 — — ０．５３ — — — —

９，１２－十八碳二烯酸甲酯 — ７．３４ — ８．５６ ６．１７ — —

合计１５种 ７０．７９ ７４．９５ ７９．６２ ７７．９７ ６５．７８ ７９．１３ ７５．７７

烃
类

（＋）－香橙烯 — — ０．７５ ０．７５ — １．０７ —

（Ｅ）－４－六癸烯－６－炔 ３．６３ ０．８６ ２．６１ — — — —

（Ｚ）－４－六癸烯－６－炔 — ３．３６ — ４．２１ ０．１０ — —

１，２，３，４－四甲基萘 — １．９１ — — １．９７ ２．０３ —

１，５，８－三甲基－１，２，３，４－四氢萘 — ０．５５ ０．８０ — ０．８０ ０．６５ —

１－氯十八烷 —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３５
紫罗烯 ２．２３ ３．０３ ３．４７ ３．５５ ３．７０ ３．１６ ３．１１
α－芹子烯 — １．４４ １．１０ — ０．１９ １．７７ １．３１
二十烷 ０．８５ １．６９ １．０３ ０．７３ １．３４ １．６１ ２．６８
环氧石竹烯 — １．０３ — １．０９ ０．６２ — １．２８
角鲨烯 — — ０．２６ ０．２７ — ０．３１ —

十八烷 ０．７４ １．４４ ０．８７ ０．６２ １．２４ １．１６ ０．８６
十六烷 ０．５１ ０．７２ ０．４１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６８ ０．４１
十七烷 ０．５２ １．０５ ０．５７ ０．７７ ０．８７ ０．７５ ０．７４
十四烷 ０．５４ ０．６７ ０．５５ ０．５８ ０．７５ ０．５７ ０．６３
十五烷 — ０．６９ ０．１７ ０．５１ ０．６１ ０．６９ ０．６９
西柏烯 ２．４６ １．８５ — — １．５３ ２．０３ ２．０５
合计１７种 １１．４８ ２０．４３ １２．７７ １３．９７ １４．６４ １６．６４ １４．１１

杂
环
类

吲哚嗪 — ０．０７ — — — — ０．３１
吲哚 ０．１８ ０．７２ １．１６ １．０１ ０．７１ ０．８９ ０．７９
烟碱 １６．８８ １７．６５ ３１．５６ ２２．３５ １６．８０ ２１．０３ ３０．７５
２－乙酰基吡咯 ０．４６ ０．６１ １．２５ １．４６ １．６４ １．６１ １．７５
２－乙酰基呋喃 ０．４４ ０．３４ ０．５２ ０．５１ ０．８３ ０．５４ ０．５６
２－正戊基呋喃 ０．３３ ０．２５ — — — — ０．３２
合计６种 １８．２９ １９．６４ ３４．４９ ２５．３３ １９．９８ ２４．０７ ３４．４８

酚
类

４－乙烯基愈创木酚 — ４．０５ ４．６９ ４．７７ ４．７２ ５．２１ ４．４１
合计１种 — ４．０５ ４．６９ ４．７７ ４．７２ ５．２１ ４．４１

酰胺
和亚
胺类

油酰胺 ４．２２ ５．７５ １０．０４ ３．１０ ５．６７ ５．１１ ５．７４
硬脂酰胺 — — ０．５７ — — — —

合计２种 ４．２２ ５．７５ １０．６１ ３．１０ ５．６７ ５．１１ ５．７４
其他新植二烯 ７４０．７８ ８１６．０４ ７３５．７１ ７５７．６４ ６９８．８７ ７２４．０５７１８．１３

总计８６种 ９９０．６４１１１３．２６１１０９．４５１１１７．８７９８０．７６１１０３．５７１０８３．９

　　注：“—”表示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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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香气物质，结果表明大部分香气成分含量均

有增加，与本研究结果也较为接近．单一和复配

生物制剂对烟叶化学组分的影响情况十分复

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２．３　芽孢杆菌生物制剂对石油醚提取物含量

的影响

　　烟叶石油醚提取物是以石油醚作为溶剂，

对烟叶样品进行萃取后得到的混合物，主要包

括挥发油、树脂、油脂、脂肪酸、蜡质、类脂物、甾

醇、色素等［１７］．这一类物质在烟叶成熟、调制、

陈化和燃吸过程中，会经过一系列的分解、转化

形成致香物质，产生香气，所以石油醚提取物含

量越高，其香气物质越多［１８］．因此石油醚提取

物含量常作为衡量烟叶品质和香气的重要指

标［１９］．发酵前后烟叶石油醚提取物含量如下

（不同组别的字母不同代表组间在５％水平具

有显著差异）：编号 １＃为 ５．１２％ｃ；编号 ２＃为

５．２８％ｂｃ；编号 ３＃为 ５．３１％ ｂ；编 号 ４＃为

５．２６％ｂｃ；编 号 ５＃为 ５．５３％ ａ；编 号 ６＃为

４．９１％ｄ；编号７＃为５．１３％ｂｃ．由此可知，由单

一菌株处理后的烟叶，只有编号３＃表现出了较

强的生香作用，经复配后，编号６＃对石油醚提

取物的含量没有贡献，甚至会使石油醚提取物

含量降低，而编号５＃石油醚提取物含量最高，

为５．５３％．

３　结论

本研究采用从烟草表面筛选出的３株可能

用于烟叶增香的芽孢杆菌组成单一和复合生物

制剂对烟叶进行固态发酵，研究了生物制剂对

烟叶常规化学成分、香味物质和石油醚提取物

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经单一菌株发酵的烟叶

化学成分含量与菌株种类有密切关系，３种菌

株均会使烟叶的糖碱比不同程度地降低；高地

芽孢杆菌对烟叶中新植二烯含量有较大影响；

地衣芽孢杆菌对烟叶中醇类香味物质和石油醚

提取物含量贡献较大．当菌株复配后，化学成分

没有呈现叠加变化，甚至部分呈现出与单一菌

株相反的趋势，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另

外，还需对复配比例和发酵条件进行优化，以期

获得较好的芽孢杆菌复配生物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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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卷烟主流烟气中香味成分在抽吸过程中的逐口输送规律，采用由

实验室自有专利改装的常规分析用２０孔道转盘式吸烟机，实现卷烟的逐口抽
吸，建立了卷烟主流烟气单口气粒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的 ＧＣＭＳ定量
分析方法，采用该分析方法对香味成分逐口递送规律及卷烟纸透气度、接装纸

透气度对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１）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其精密度、回收
率较好，适合卷烟烟气单口气相物和粒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物质的定量分

析．２）卷烟主流烟气的焦油、烟气烟碱传输量随着抽吸口数的增加均呈现较为
稳定的增加趋势，随着卷烟纸透气度、接装纸透气度的增大而减少．３）中性和碱
性香味成分传输量随着抽吸口数的增加而增加，但各种香味成分的传输略有不

同，随着卷烟纸透气度、接装纸透气度的增大而减少．４）单位焦油和单位烟碱逐
口主流烟气气相和粒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逐口含量均为第１口最低，之
后与抽吸口数基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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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ｐｕｆｆｂｙｐｕｆ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ｏｆｆｌａｖ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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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ｇａｓｅｏｕｓａｎｄ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ｐｈ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ｍｏｋｅｐｅｒｕｎｉｔｔａｒａｎｄｎｉ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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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卷烟作为一种吸食品，其吸食品质主要是

由卷烟主流烟气化学成分的组成和含量决定

的．其中，香味成分的种类和比例决定香气质，

香味成分的总量决定香气量．卷烟的抽吸是一

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每口卷烟烟气的产生

都不相同，会有较大的变化［１］．

卷烟逐口抽吸研究始于１９６０年代，目前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卷烟烟气常规成分和一些有

害成分的分析［２－８］，而对逐口烟气中香味成分

的分析研究较少［９］．例如，Ｌ．Ｓａｎ等［２］研究了卷

烟抽吸过程中逐口烟气中 ＰＡＨｓ（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的释放量，发现不同类

型点烟装置所产生的第一口烟气中的 ＰＡＨｓ含

量差异较大．李超等［８］对 ＲＭ２０Ｈ型吸烟机进

行了改造，并对卷烟主流烟气中６种有害化学

成分甲基亚硝胺吡啶基丁酮（ＮＮＫ）、苯并［ａ］

芘 （Ｂ［ａ］Ｐ）、巴豆醛、苯酚、氨和氢氰酸（ＨＣＮ）

进行了自动化逐口捕集、释放量测定及变化趋

势分析，发现：随着抽吸口数的增加，卷烟逐口

烟气中巴豆醛释放量保持恒定不变，其余５种

成分的释放量不同程度呈现增加的趋势．刘嘉

莉等［９］采用顶空 －固相微萃取 －气相色谱／质

谱法测定主流烟气中８种香味成分（吡啶、吡

咯、糠醛、５－甲基糠醛、３－甲基吡啶、Ｄ－柠檬

烯、２，３，５，６－四甲基吡嗪和 β－大马酮）的逐

口释放量，发现：在卷烟燃吸过程中香味成分与

烟碱的主流烟气递送规律存在明显的差异；随

着抽吸口数的增加，主流烟气中总粒相物和烟

碱释放量呈上升趋势，而８种香味成分的逐口

主流烟气释放量比较平稳．

研究卷烟主流烟气香味成分逐口递送规

律，对量化卷烟加香加料、进一步了解加香效果

和低焦油卷烟的香味补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中香味成分目标物较少，且

对香味成分逐口递送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缺乏系

统、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采用基于中国

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烟草化学重点实验

室（以下称本实验室）自有专利［１０］改装的常规

分析用２０孔道转盘式吸烟机实现卷烟的逐口

抽吸，建立卷烟主流烟气中单口气相和粒相物

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的 ＧＣＭＳ定量分析方

法，并对香味成分逐口递送规律进行研究，同时

考察卷烟辅助材料参数对卷烟主流烟气中焦

油、烟碱和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逐口释放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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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５月 第３４卷 第３期

影响，以期更有效地为卷烟设计和加香工艺提

供理论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和仪器
１．１．１　卷烟样品　根据实验需要，设计制备６

种卷烟样品：１＃—３＃样品滤嘴材料保持一致，分

别采用３种不同透气度卷烟纸制备；４＃—６＃样

品卷烟纸透气度保持一致，分别采用３种不同

透气度接装纸制备不同滤嘴通风稀释样品．６

种卷烟样品的辅材设计和烟支物理参数见表１．

１．１．２　仪器和试剂　Ａｇｌｉｅｎｔ７８９０－５９７５型

ＧＣＭＳ仪器，美国安捷伦公司产；Ｂｏｒｇｗａｌｄｔ

ＲＭ２０Ｈ型 ２０孔道转盘型吸烟机，德国 Ｂｏｒｇ

ｗａｌｄｔＫＣＧＭＢＨ公司产；Ｍｉｌｌｉ－Ｑ５０超纯水仪，

美国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产；ＫＱ－７００ＤＥ型数控

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产；

ＣＰ２２４５电子天平，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公司产；减压

旋转蒸发仪，瑞士 ＢＵＣＨＩ公司产；０．４５μｍ有

机相滤膜，上海安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产；Ａｍ

ｂｅｒｌｉｔｅＸＡＤ－２吸附管，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产．

标准品：乙酸苯乙酯、烟酸甲酯，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除特殊标柱外，均使用液相色谱级

试剂．甲醇（ＨＰＬＣ级），购自美国 Ｊ．Ｔ．Ｂａｋｅｒ

公司．

１．２　吸烟机的改造
由于目前实验室用吸烟机主要用于卷烟的

常规分析，尚无专门用于单口抽吸的吸烟机，为

实现主流烟气的逐口捕集，本实验室通过加装

气路转换装置，对德国产 ＢｏｒｇｗａｌｄｔＲＭ２０Ｈ型

２０孔道转盘型吸烟机进行改造，实际装置参见

本实验室自有专利［１０］．

１．３　卷烟主流烟气粒相、气相香味成分的捕集
将卷烟样品放置于（２２±１）℃，相对湿度

为（６０±２）％的环境中平衡４８ｈ，然后选其平均
重量在±０．０２ｇ范围和平均吸阻在±４９Ｐａ／支
范围内的烟支作为测试烟支．采用改装的
ＲＭ２０Ｈ转盘型吸烟机抽吸卷烟，用４４ｍｍ直径
的剑桥滤片捕集２０支卷烟单口主流烟气粒相
物，在捕集器后接一个吸附管捕集卷烟主流烟

气气相物．
１．４　烟气样品的萃取

粒相物：将收集２０支卷烟单口主流烟气总
粒相物的滤片放入５０ｍＬ锥型瓶中，准确移取
２０ｍＬ含有一定量内标物（乙酸苯乙酯和烟酸
甲酯）的甲醇萃取液，室温下超声萃取３０ｍｉｎ，
静置５ｍｉｎ．移取１５ｍＬ萃取液，采用减压旋转
蒸发仪浓缩（４０℃，３０ＭＰａ）至 １ｍＬ，用
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过滤，滤液进行 ＧＣＭＳ仪器
分析．

气相物：将吸附管中的吸附剂转移至色谱

瓶中，移取２ｍＬ含有一定量内标物（乙酸苯乙
酯和烟酸甲酯）的甲醇萃取液，室温下超声萃

取 ３０ｍｉｎ，静置 ５ｍｉｎ．取 １ｍＬ萃取液，用
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过滤，滤液进行ＧＣＭＳ仪器
分析．
１．５　焦油和烟碱的测定

卷烟单口主流烟气常规化学指标焦油和烟

表１　卷烟样品辅材设计及烟支物理参数

样品
卷烟纸透
气度／ＣＵ

接装纸透
气度／ＣＵ

重量
／ｍｇ

圆周
／ｍｍ

长度
／ｍｍ

开式吸阻
／ｋＰａ

闭式吸阻
／ｋＰａ

滤嘴
通风度／％

总通风度
／％

１＃ ２０ ０ ９２７ ２４．５ ８４ １１．８９ １１．８５ ０．７ ４．３
２＃ ５０ ０ ９２６ ７．８ ８４ １１．８８ １１．８５ １．０ １０．８
３＃ ８０ ０ ９２０ ７．８ ８４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２ １．２ １５．１
４＃ ８０ １００ ９２５ ７．８ ８４ １０．９０ １１．１１ １１．６ ２２．３
５＃ ８０ ４００ ９２４ ７．８ ８４ ９．０７ １０．５０ ２８．９ ３７．１
６＃ ８０ １２００ ９０９ ７．８ ８４ ６．９２ ９．７０ ５５．７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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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的测定按照国家标准方法［１１－１２］进行．

１．６　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的ＧＣＭＳ分析

在蔡君兰等［１３］的实验之基础上，笔者对本

实验室已建立的卷烟主流烟气中挥发和半挥发

性成分分析方法［１４］进行了改进：采用选择离子

监测（ＳＩＭ）模式，并以各化合物的特征离子和

内标物特征离子的峰面积之比，按其相对校正

因子为１计算各化合物含量，从而对单口卷烟

烟气中含量较高的２８种中性香味成分和１６种

碱性香味成分进行逐口定量分析．

中性香味成分分析方法：采用ＤＢ－５ＭＳ色

谱柱（６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以２℃／ｍｉｎ

的速度从６０℃升到２８０℃，保留３０ｍｉｎ；进样

口温度２７０℃；进样量２μＬ；分流比１０１；溶

剂延迟６ｍｉｎ；传输线温度２８０℃；电离方式ＥＩ；

离子源温度２３０℃；电离能量７０ｅＶ；四极杆温

度１５０℃；扫描方式为ＳＣＡＮ和ＳＩＭ同时扫描．

２８种中性香味成分和内标物的保留时间和特

征离子见表２．

碱性香味成分分析方法：采用ＤＢ－ＷＡＸＥＴＲ

色谱柱（６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以２℃／

ｍｉｎ的速度从６０℃升到２２０℃，保留３０ｍｉｎ；进

样口温度２７０℃；载气为氦气；进样量２μＬ；分

流比 １０１；溶剂延迟 ６ｍｉｎ；传输线温度

２５０℃；电离方式 ＥＩ；离子源温度２３０℃；电离

能量７０ｅＶ；四极杆温度 １５０℃；扫描方式为

ＳＣＡＮ和ＳＩＭ同时扫描．１６种碱性香味成分和

内标物的保留时间和特征离子见表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逐口定量分析方法

的表征

　　对改装吸烟机逐口抽吸的重复性进行考

察，结果显示，两次平行实验单口烟气总粒相物

的变异系数小于１％，表明改装吸烟机重复性

好，可用于卷烟主流烟气的逐口捕集．

表２　２８种中性香味成分和内标物的

保留时间和特征离子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ｏｎｓｏｆ２８

ｎｅｕｔｒａｌｆｌａｖ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序
号

保留时
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特征
离子

１ ８．４６９ 环戊酮 ５５
２ ９．７０６ ２－糠醛 ９５
３ ９．７４３ ２－环戊烯－１－酮 ８２
４ １０．３８２ 糠醇 ９８
５ １１．６００ ４－环戊烯－１，３－二酮 ９６
６ １２．６９３ ２－甲基－２－环戊烯－１－酮 ９６
７ １２．８７９ ２－乙酰呋喃 ９５
８ １５．５３０ ５－甲基－２－糠醛 １１０
９ １５．７０７ ３－甲基－２－环戊烯－１－酮 ９６
１０ １５．７６１ 苯甲醛 １０６
１１ １６．５５２ ６－甲基－５－庚烯－２－酮 １０８
１２ １９．１９５ ３－甲基－１，２－环戊二酮 １１２
１３ １９．７５０ 柠檬烯 ６８
１４ １９．９７２ ２，３二－甲基－２－环戊烯－１－酮 １１０
１５ ２０．６２８ 苯乙醛 ９１
１６ ２２．０３９ 苯乙酮 １０５
１７ ２５．７８７ 异佛尔酮 ８２
１８ ４１．６９９ 茄酮 ９３
１９ ４４．０１１ 香兰素 １５２
２０ ４７．３２１ 丁香酚 １６４
２１ ４９．３５６ β－紫罗兰酮 １７７
２２ ５４．１５２ 巨豆三烯酮Ａ １９０
２３ ５５．２６２ 巨豆三烯酮Ｂ １９０
２４ ５７．１３１ ３－羟基－β－大马酮 ２０８
２５ ５７．１６５ 巨豆三烯酮Ｃ １９０
２６ ５７．９２４ 巨豆三烯酮Ｄ １９０
２７ ６９．４６８ 新植二烯 ６９
２８ ８４．９４０ 十八酸甲酯 ２８４
内标 ３４．７２１ 乙酸苯乙酯 １０４

为验证卷烟逐口抽吸、样品前处理和 ＧＣ
ＭＳ分析方法的重复性，选择第３口烟气进行了
５次平行实验．在卷烟烟气单口粒相物中２８种
中性化合物和１６种碱性化合物均能实现定量
分析，中性和碱性化合物定量分析的变异系数

分别在６．２％～１６．１％和５．２％～１５．２％之间．
但在卷烟烟气单口气相物中由于部分香味物质

含量较低，仅检出了８种中性化合物和１２种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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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合物，气相物中中性和碱性化合物定量分

析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５．９％ ～１５．９％ 和

６．７％～１６．８％．另外，对于１５种有标样的化合

物（２－糠醛、糠醇２－甲基 －２－环戊烯 －１－

酮、２－乙酰呋喃、５－甲基 －２－糠醛、３－甲

基－２－环戊烯－１－酮、苯甲醛、６－甲基－５－

表３　１６种碱性香味成分和内标物的

保留时间及特征离子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ｏｎｓｏｆ

１６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ｆｌａｖ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序
号

保留时
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特征
离子

１ １４．５８３ 吡啶 ７９
２ １５．９８５ 吡嗪 ８０
３ １６．０８１ ２－甲基吡啶 ９３
４ １８．６４６ 甲基吡嗪 ９４
５ １９．４３１ ２－乙基吡啶 １０６
６ ２０．０６１ ３－甲基吡啶 ９３
７ ２０．４０８ ４－甲基吡啶 ９３
８ ２１．７０１ ２，５－二甲基吡啶 １０７
９ ２１．９３９ ２，６－二甲基吡嗪 １０８
１０ ２２．２８６ ２，４－二甲基吡啶 １０７
１１ ２２．９７４ ２，３－二甲基吡嗪 １０８
１２ ２６．１８４ ２，３，５－三甲基吡嗪 １２２
１３ ３０．５７４ ３－乙烯吡啶 １０５
１４ ５０．４３５ 乙酰吡啶 １０６
１５ ５６．０００ 喹啉 １２９
１６ ８０．３２２ ２，３－联吡啶 １５６
内标 ４７．７０６ 烟酸甲酯 １３７

庚烯－２－酮、苯乙醛、苯乙酮、吡啶、吡嗪、２－

甲基吡啶、甲基吡嗪、２，３，５－三甲基吡嗪、乙酰

吡啶）考察了方法的回收率，按第３口烟气香味

成分释放量，分别在样品萃取液中加入低、中、

高３个含量水平的待测目标物，低水平的添加

量约为样品中原有量的１／２，中水平的添加量

与样品中原有量相当，高水平的添加量约为样

品中原有量的２倍．每个添加水平重复３次，结

果表明回收率分别在７２．７％ ～１０６．１％之间．

这说明，本方法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和回收率，适

合卷烟烟气单口气相物和粒相物中中性和碱性

香味物质的定量分析．

２．２　不同透气度卷烟纸和接装纸对卷烟主流

烟气中常规化学成分释放量逐口变化规律的

影响

　　对６个卷烟样品进行逐口抽吸，逐口捕集

产生的粒相物，按照标准方法［１１－１２］对焦油和烟

碱释放量进行分析测定，结果如图１所示（１＃—

３＃卷烟样品总抽吸口数为７口，４＃—６＃卷烟样品

总抽吸口数为８口）．由图１可知，６种卷烟每

口焦油、烟碱释放量随着抽吸口数的增加呈现

较为稳定的增加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卷烟在抽

吸中，烟草柱体逐渐变短，烟丝对粒相物的过滤

作用相应降低．另外，焦油、烟碱随卷烟纸透气

度、接装纸透气度的增加呈现降低趋势．但１＃—

图１　６种卷烟样品焦油和烟碱释放量的逐口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　Ｐｕｆｆｂｙｐｕｆ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ｒａｎｄ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ｉｎｓｉｘ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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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卷烟样品卷烟纸透气度对卷烟总通风影响

小，焦油、烟碱释放量随卷烟纸透气度增加而降

低的趋势较小；４＃—６＃样品接装纸透气度对卷

烟总通风影响大，焦油、烟碱释放量随卷烟纸透

气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较大．

２．３　卷烟烟气粒相物和气相物中中性和碱性

香味成分的逐口传输规律

２．３．１　香味成分单口总量的逐口传输规律　

采用所建立的香味成分逐口定量分析方法对６

个卷烟样品的主流烟气粒相物和气相物中中性

和碱性香味成分含量进行测定，从而对卷烟粒

相物和气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总量的逐

口传输规律分别进行考察，结果如图２所示．由

图２可知，在６个卷烟样品的烟气粒相物和气

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单口总量均随着

抽吸口数的增加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另外，
１＃—３＃卷烟样品单口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总量
随卷烟纸透气度的增加逐渐降低；４＃—６＃卷烟
样品单口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总量随接装纸透

气度的增加同样逐渐降低．
２．３．２　不同香味成分的逐口传输规律　以２＃

卷烟样品为代表，选择２－糠醛、２－乙酰呋喃、
香兰素、吡啶、２，６－二甲基吡嗪、喹啉６种代表
性香味成分，对卷烟烟气气相和粒相中不同的

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逐口传输规律进行考察，

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这６种香味成分
的逐口传输规律均为随抽吸口数增加而增加，

但不同香味成分逐口传输存在差异．２－糠醛、
吡啶随口数增加其传输量增加较快；２，６－二甲
基吡嗪随口数增加其传输量增加较慢；粒相物

图２　６种卷烟样品烟气粒相物和气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逐口传输总量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ｎｅｕｔｒａｌａｎｄ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ｓｍｏｋ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ｇａｓｅｓｏｆｓｉｘ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ｐｅｒｐｕ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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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兰素、喹啉随口数增加其传输量增加较慢，最

后一口甚至有所降低．这种增加幅度的不同会
导致每口烟气香味成分的组成发生变化，从而

使每口烟气的感官品质产生差异．
对各种香味成分单口传输量与总传输量的

比值进行研究，可以考察不同卷烟样品不同香

味成分逐口传输的差异．图４—图７为２＃卷烟
样品粒相物和气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单

口传输量与总传输量的比值，其他几个卷烟样

品不同香味成分的逐口传输规律与２＃卷烟样
品类似．

由图４可知，粒相物中２８种中性香味成分

前几口烟气中各香味成分传输量在总传输量中

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后几口香味成分传输量在

总传输量中所占比例变化各有不同；在前几口

卷烟烟气中高沸点香味成分每口传输量在总传

输量中所占比例高．中间口数第４，５或６口烟
气中各香味成分在总传输量中的占比基本一

致，而后两口、特别是最后１口烟气中低沸点香
味成分占总量之比值明显高于高沸点香味

成分．
由图５可知，气相物中８种中性香味成分

单口传输量在总传输量中的占比随抽吸口数的

增加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图３　２＃卷烟样品烟气粒相物和气相物中不同香味成分逐口传输规律差异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ｓｍｏ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ａｎｄ

ｇａｓｅｏｕ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２＃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ａｍｐｌｅｐｅｒｐｕｆｆ

图４　２＃卷烟样品烟气粒相物中２８种中性香味成分单口烟气传输量与总传输量比值图

Ｆｉｇ．４　Ｒａｔｉｏｍａｐ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ｕｆｆｓｍｏｋ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２８ｎｅｕｔｒａｌ

ｆｌａｖ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ｓｍｏ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ｆ２＃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ａ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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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卷烟样品烟气气相物中８种中性香味

成分单口烟气传输量与总传输量比值图

Ｆｉｇ．５　Ｒａｔｉｏｍａｐ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ｕｆｆｓｍｏｋ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８ｎｅｕｔｒａｌｆｌａｖ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ｓｍｏ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ｆ２＃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ａｍｐｌｅ

　　由图６可知，粒相物中１６种碱性香味成分
前几口烟气中各香味成分传输量在总传输量中

的占比逐渐增加，后几口香味成分传输量在总

传输量中的占比变化各有不同；在前几口卷烟

烟气中高沸点香味成分每口传输量在总传输量

中所占比值高．中间口数第４，５或６口烟气中
各香味成分占总传输量比值基本一致，而后两

口、特别是最后１口烟气中低沸点香味成分占
总传输量的比值明显高于高沸点香味成分．

由图７可知，气相物中１２种碱性香味成分
单口传输量在总传输量中所占比值随抽吸口数

的增加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但各单口传输量

在总传输量中所占比值差异没有明显的规律．
综上，通过中性、碱性香味成分气相物和粒

相物单口传输量所占总传输量比值的差异比较

表明，不同口数烟气中香味成分的占比是存在

差异的．随着抽吸口数增加，香味成分传输量呈
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粒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

成分中低沸点成分增加的更为明显，气相物中

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的增加趋势没有明显的

差异．
２．３．３　单口香味成分总量与焦油、烟碱比值的
逐口传输规律　以２＃卷烟样品为代表，对逐口

图６　２＃卷烟样品烟气粒相物中１６种碱性

香味成分单口烟气传输量与总传输量比值图

Ｆｉｇ．６　Ｒａｔｉｏｍａｐ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ｕｆｆｓｍｏｋ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１６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ｆｌａｖ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ｓｍｏ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ｆ２＃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ａｍｐｌｅ

图７　２＃卷烟样品烟气气相物中１２种碱性香味

成分单口烟气传输量与总传输量比值图

Ｆｉｇ．７　Ｒａｔｉｏｍａｐ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ｕｆｆｓｍｏｋ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１２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ｆｌａｖ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ｓｍｏ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ｆ２＃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ａｍｐｌｅ

香味成分总量与焦油、烟碱释放量比值进行研

究，结果如图８可知．由图８可知，随着抽吸口
数的增加，单位焦油和单位烟碱的中性和碱性

香味成分逐口含量均为第１口最低，之后与抽
吸口数基本保持一致．其他几个卷烟样品单口
烟气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总量与焦油、烟碱

的比值逐口传输规律与２＃卷烟样品类似．
６种卷烟样品烟气粒相物中单口中性香味

成分总量与焦油、烟碱比值的逐口传输图如图

９所示．由图９可知，不同卷烟样品烟气粒相物
中单口碱性香味成分、气相物中单口中性和碱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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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卷烟样品单口烟气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总量与焦油、烟碱释放量比值的逐口传输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ｐｕｆｆｂｙｐｕｆ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ｏｔａｌｎｅｕｔｒａｌａｎｄ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ａｒａｎｄ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２＃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ａｍｐｌｅ

图９　６种卷烟样品烟气粒相物中中性香味成分总量与焦油、烟碱释放量的比值逐口传输图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ｐｕｆｆｂｙｐｕｆ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ｏｔａｌｎｅｕｔｒａｌａｎｄ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ｆｌａｖ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ａｒａｎｄ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ｓｍｏ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ｆｓｉｘ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ａｍｐｌｅ

性香味成分总量与焦油、烟碱的比值逐口传输

规律与图９类似，不同卷烟纸透气度、不同接装

纸透气度卷烟样品之间相同口数单位焦油香味

成分含量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

３　结论

本文采用由本实验室自有专利改装的常规

分析用２０孔道转盘式吸烟机实现卷烟的逐口
抽吸，并建立了卷烟主流烟气单口气相物和粒

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的 ＧＣＭＳ定量分
析方法．本研究所建立的分析方法精密度和回
收率较好，适合卷烟烟气单口气相物和粒相物

中中性和碱性香味物质的定量分析．不同透气
度卷烟主流烟气中香味成分的逐口递送规律研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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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显示：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传输量均随

着抽吸口数的增加呈现较为稳定的增加趋势，

且随卷烟纸透气度和接装纸透气度的增加而降

低．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传输量随着抽吸口数
的增加而增加，但各种香味成分的传输规律略

有不同，随着卷烟纸透气度、接装纸透气度的增

大而减少．单位焦油和单位烟碱逐口主流烟气
气相和粒相物中中性和碱性香味成分逐口含量

均为第１口最低，之后与抽吸口数基本保持
一致．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量化卷烟加香加料、

了解加香效果和低焦油卷烟香味补偿等方面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和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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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预处理方法
对烟杆酶解产糖和结构特征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ｔｈｅ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

关键词：

烟杆；酶解产糖；预处

理；结构特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宋丽丽，张志平，王光路，杨旭，张靖楠
ＳＯＮＧＬｉｌ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ｕ，ＹＡＮＧＸ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ｎａｎ

郑州轻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烟草工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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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烟草加工副产物烟杆为原料，将酸处理、碱处理和微波处理对烟杆酶解

产糖的影响进行比较，并分析处理前后烟杆组分和微观结构的变化．结果表明，
３种预处理方法中，碱处理对烟杆转化效率提升的作用较为显著，以质量分数为
１％的ＮａＯＨ溶液于７５℃处理烟杆１２０ｍｉｎ，每 ｇ烟杆酶解液中葡萄糖质量为
３３４．６９ｍｇ，较对照样品提高了１１８．３７％．组分分析表明，碱处理对烟杆木质素
的降解较为明显，降解率为４６．４５％．碱处理不仅破坏了烟杆木质素苯环骨架，
还对苯环侧链基团进行了改性，造成木质素大分子结构解体，烟杆酶解抗性屏

障作用降低，从而提高了烟杆的转化效率．碱处理并未改变烟杆纤维素结晶度，
而微波处理和酸处理导致的结晶度升高反而会对提升烟杆酶解效率产生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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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ｏｄｓａｓ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ｌｋａｌｉ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ｉｎ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１％ ＮａＯ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
７５°Ｃｆｏｒ１２０ｍ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ｕｃｏ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ｗａｓ３３４．６９ｍｇ／ｇ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
１１８．３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ｌｉｇｎｉｎｂｙａｌｋａｌｉ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４６．４５％．Ａｌｋａｌｉ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ｏｔｏｎｌｙ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ｉｇｎｉｎｂｅｎｚｅｎｅｒｉｎｇ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ｂｅｎｚｅｎｅｒｉｎｇ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ｕｌ
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ｎｉｎ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Ａｌｋａｌｉ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ｉｄｎｏｔ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ｉｔｙ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ｉ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ｍｉｃｒｏ
ｗａｖｅａｎｄａｃｉ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ｏｕｌ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

０　引言

我国烟草资源丰富，烟草的种植量和生产

量都居世界首位，而烟杆作为烟草种植加工的

副产物，绝大部分都未被合理地利用［１］，这不仅

造成烟草秸秆资源的浪费，而且秸杆焚烧也破

坏了生态环境．如何变废为宝，充分利用烟杆，
发挥其潜在资源价值，是当前烟草行业急需解

决的问题．烟杆的成分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
和木质素构成，其中纤维素含量为 ３８．０％ ～
４５．０％［２］．目前，烟杆类资源主要的利用途径有
提取重要化合物、制备高附加值产品、制备生物

质燃料等．近年来，环境友好的生物炼制技术逐
渐成为木质纤维素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发展

趋势［３－４］．该技术通常利用纤维素酶和微生物
将木屑、秸秆等废弃物转化为糖、乙醇、乳酸等

生物基产品［５－６］．糖和乙醇是烟草加工过程中
的两类重要辅料，通常应用于美拉德反应、香料

提取等．因此，如果利用生物炼制技术将烟杆合
理高效转化，不仅有助于实现废弃物资源的增

值化利用，又能为烟草企业提供廉价的辅料来

源，这对提高烟草行业资源化循环利用水平具

有重要的意义．生物炼制技术将为烟杆废弃物
的资源化利用、促进烟草行业的绿色生产提供

一条新的途径．

高效利用与转化纤维素生产葡萄糖等单糖

是生物炼制产糖的重要方式．天然木质纤维素
由于具有复杂的物理结构及各组分间的特殊化

学连接方式，在其生物转化过程中易产生极高

的抗性，使得其利用效率较低．因此必须采用一
定的预处理手段以降低木质纤维素的酶解抗性

屏障，增加原料的多孔性，降低纤维素的结晶

度，从而释放出更多可利用的底物［７］．常用的预

处理方法包括物理预处理、化学预处理、理化结

合及生物预处理等［８－１１］．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对
生物质改性的方式不同，原料的转化效率也不

同．因此，选择适当的预处理方法将有助于提高
烟杆生物转化效率，实现烟杆的高效生物炼制．

本研究拟通过比较烟杆和其他农林废弃物

的组分差异，探讨烟杆生物炼制的可行性，分别

研究酸、碱、微波３种预处理方式对烟杆酶解产
糖的影响，并探究不同预处理方式对烟杆结构

特征的影响，从而为高效的烟杆木质纤维素废

弃物生物转化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材料与仪器
主要材料：烟杆，来自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采收于２０１７年；稻草秸秆、玉米秸秆、

小麦秸秆，来源于河南信阳．将采收的各类秸秆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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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晒干后，粉碎过２０目筛，保存备用；纤维素

酶，购买于Ｓｉｇｍａ公司，经测定其总纤维素酶酶

活为１００ＦＰＵ·ｇ－１．

主要试剂：ＮａＯＨ，质量分数 ９８％的浓

Ｈ２ＳＯ４，冰醋酸，醋酸钠，３，５－二硝基水杨酸，

酒石酸钾钠，无水亚硫酸钠，苯酚等，均购自天

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以上试剂均为分

析纯．

实验仪器：ＴＥＮＳＯＲ２７型傅里叶红外光谱

分析仪、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型 Ｘ射线衍射仪，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产；Ｔ６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

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产；１０１－１Ａ型电

热鼓风干燥箱，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产；

ＨＨ－Ｓ型恒温水浴锅，江苏省金坛市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产；ＥＧ７２０ＦＡ４－ＮＲ型微波炉，美的集

团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烟杆与秸秆样品组成成分测定

天然木质纤维素主要包括纤维素、半纤维

素和木质素三大组分，不同种类木质纤维素三

组分含量差异较大．其中纤维素是由 β－１，４－

糖苷键连接而成的葡聚糖大分子，是生物炼制

中重要的糖平台底物来源，纤维素含量越高，所

获得的转化产物越多［１２］．烟杆中可利用底物含

量的多少是决定其是否适合作为生物炼制原料

的关键．分别称取适量烟杆、玉米秸秆、麦秆和

稻杆样品，利用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制定的

标准方法测定各类秸秆中纤维素、半纤维素和

木质素的含量［１３］．

１．２．２　预处理方法　

１）微波处理：称取１０ｇ烟杆，按照 ｍ（烟

杆）Ｖ（水）＝１２搅拌均匀，３００Ｗ微波分

别处理１ｍｉｎ，３ｍｉｎ，５ｍｉｎ，６０℃烘干至恒重，

备用．

２）ＮａＯＨ处理：称取１０ｇ烟杆，适量质量分

数１％的ＮａＯＨ，按 ｍ（烟杆）Ｖ（ＮａＯＨ）＝１

１５的比例于 ７５℃分别处理 １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和１２０ｍｉｎ，反应完毕将样品水洗至中

性，烟杆残渣于６０℃烘干后备用．

３）稀 Ｈ２ＳＯ４ 处理：以质量分数 １％的

Ｈ２ＳＯ４溶液处理，方法同ＮａＯＨ处理．

１．２．３　酶解糖化

将用酸处理、碱处理和微波处理后的烟杆

以ｍ（烟杆）Ｖ（醋酸 －醋酸钠缓冲溶液）＝

１５０的固液比置于５０ｍｍｏｌ／Ｌ，ｐＨ＝４．８，纤

维素酶负荷为３０ＦＰＵ／ｇ的醋酸 －醋酸钠缓冲

溶液中，５０℃反应 ７２ｈ，离心取上清液，利用

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测样品中葡萄糖的含

量．色谱条件：ＢｉｏＲａｄＨＰＸ－８７Ｃ色谱柱，示差

折光检测器（ＲＩＤ），柱温 ７５℃，检测器温度

３５℃，流动相为超纯水，流速为０．６ｍＬ／ｍｉｎ，样

品进样量为１０μＬ．

１．２．４　计算方法　

参照１．２．１实验方法测定经酸处理、碱处

理和微波处理后烟杆成分的变化，各组分的降

解率计算公式如下：

纤维素降解率＝

原料秸杆纤维素含量－预处理后秸杆纤维素含量
原料秸秆纤维素含量

×１００％

半纤维素降解率＝

原料秸杆半纤维素含量－预处理后秸秆半纤维素含量
原料秸秆半纤维素含量

×１００％

木质素降解率＝

原料秸杆木质素含量－预处理后秸杆木质素含量
原料秸秆木质素含量

×１００％

１．２．５　预处理烟杆微观结构分析方法

１．２．５．１　红外光谱分析（ＦＴＩＲ）　木质素大分

子结构中含有多种不同价键和功能基团，在红

外图谱上可显示有特征的“指纹吸收峰”，利用

红外光谱技术可以分析烟杆结构中羰基、羟基、

甲氧基、苯环骨架和 Ｃ Ｃ双键的变化情况．

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进行红外光谱分

析．将样品和 ＫＢｒ混合研磨，１０ＭＰａ保持３～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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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ｍｉｎ，制成均匀透明膜片测样．检测条件为：谱
区范围４００～４０００ｃｍ－１；采样速率８０张谱／ｓ；
分辨率０．４ｃｍ－１，得到经不同预处理后烟秆的
ＦＴＩＲ谱图．
１．２．５．２　Ｘ－射线衍射分析（ＸＲＤ）　纤维素
高度有序的结构是影响生物质转化的重要因素

之一，其内部或相邻纤维素间较易形成氢键，使

纤维素内部链状结构及各条链之间形成高度结

晶化结构［１４］．结晶结构是纤维素聚合物显示出
刚性和高度水不溶性的关键因素，破坏结晶结

构，释放纤维素，是提高酶水解的重要步骤．因
此，结晶度是影响酶解糖化效率的要素之一．

用Ｘ射线衍射仪对样品进行结晶度分析．
样品制样后放至扫描仪中，设置 Ｘ光管为 Ｃｕ
靶，电压４０ｋＶ，电流３０ｍＡ，扫描衍射角２θ为
１０°～５０°，扫描速率为０．０２ｍｍ／ｓ，得到衍射图

谱．结晶度指数 ＣｒＩ＝
Ｉ００２－Ｉ００１
Ｉ００２

×１００％，Ｉ００２

（２θ＝２２．５°）为结晶区的峰值强度，Ｉ００１（２θ＝
１８．６°）为非晶区的峰值强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烟杆组成成分分析
烟杆与其他秸秆样品的组成成分见表１．

由表１可知，烟杆的组成成分与麦秆、稻杆和玉
米秸秆相似，即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

素组成，另外还含有少量的灰分．烟杆糖组分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含量为５４．２５％，其中
纤维素的主要组成成分是葡聚糖，含量为

３８．３９％，与稻杆接近，高于玉米秸秆和麦秆，而
半纤维素的主要组成成分为木聚糖，含量仅为

１５．８６％，显著低于其他秸秆；木质素含量为
１８．８３％，接近于麦秆中木质素的含量．在木质
纤维素大分子中，木质素和半纤维素通常与纤

维素交联在一起，构成致密的结构，阻碍纤维素

酶对纤维素底物的吸附，从而影响生物转化的

效率［１５－１６］．因此，木质素或半纤维素含量越低

表１　烟杆与其他秸秆样品的组成成分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ａｗｓａｍｐｌｅｓ ％

样品
灰分
含量

葡聚糖（纤维
素）含量

木聚糖（半纤
维素）含量

木质素
含量

麦秆 ６．１０ ３５．９４ ２１．４５ １８．５４
稻杆 ７．３２ ３８．７１ ２０．２７ １３．７１

玉米秸秆 ３．７０ ３６．４３ ２２．８３ １７．０５
烟杆 ４．６１ ３８．３９ １５．８６ １８．８３

的原料生物转化越容易．烟杆中有较高的纤维素

含量和较低的半纤维素含量，具有较大的糖平台

转化优势，是一种较有潜力的生物炼制原料．

２．２　不同预处理方式对烟杆酶解产糖的影响
经不同预处理后的烟杆酶解液中葡萄糖的

含量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微波处理１ｍｉｎ

和３ｍｉｎ时，葡萄糖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处理５ｍｉｎ时，葡萄糖产量上升了１２．２５％．整

体来讲，微波处理的效果并不明显．这与岳建芝

等［１７］研究微波辐射处理高粱秸秆对酶水解的

影响得出的单一微波处理对酶解的促进作用不

明显的结论一致．

随着酸预处理时间的延长，烟杆酶解液中

葡萄糖的生成量逐渐增加，但整体而言葡萄糖

的产量较原料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原因是

酸处理主要溶出秸秆中的半纤维素，而酸浓度、

处理时间、处理温度等对秸秆预处理效果均有

影响［５］．Ｉ．Ｄｏｇａｒｉｓ等［１８］利用稀酸对高粱和甘蔗

渣进行预处理（温度２１０℃，时间 １０ｍｉｎ）能够

将高粱和甘蔗渣的高半纤维素分解，但也会产

生低抑制剂，影响酸的水解效率．本实验采用的

酸处理温度为７５℃，较温和，故处理效果较差．

碱预处理中的烟杆，当反应时间为１５ｍｉｎ

时，每ｇ烟杆葡萄糖的质量为１１４．１９ｍｇ，较原

料降低了２５．５０％．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每 ｇ

烟杆样品中葡萄糖的质量分别为２６１．２６ｍｇ，

２８１．３３ｍｇ和３３４．６９ｍｇ，较对照样品分别提高

了７０．４６％，８３．５５％和１１８．３７％．碱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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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预处理方式对烟杆酶解产糖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

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而提高，可能是因为ＮａＯＨ
逐渐突破烟杆的表面屏障，与内部结构发生充分

反应使木质纤维素结构裂解，降低了木质纤维素

的酶解抗性，提高了烟杆的水解效率．
与酸预处理和单独微波预处理相比，碱预

处理对烟杆转化效率的提升更加显著．研究表

明，酸预处理通过水解木质纤维素中的半纤维

素，破坏木质纤维素的致密结构并增加其多孔

性，从而增强酶转化效率［１９］；微波预处理可以

降解部分木质素和纤维素，改变超分子结构，从

而增加纤维素对酶的可及度．但微波预处理通

常要与其他化学预处理联合使用，其效果才较

为明显［１７］．碱处理主要是通过碱的去木质化作

用去除部分木质素，并断裂木质素和半纤维素

之间的连键，同时部分半纤维素与碱发生“剥

皮反应”，溶解在碱液中，从而增强纤维素酶和

纤维素底物的亲和力［７，２０］．

２．３　预处理后烟杆各组分的变化
分别测定微波处理５ｍｉｎ，碱处理１２０ｍｉｎ，

酸处理１２０ｍｉｎ后烟杆中纤维素、半纤维素和

木质素的降解率，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

知，经预处理后，烟杆中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

质素的含量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微波处理

后３种成分的含量变化都不大且呈现同步降

解，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分别降解了

９．４２％，５．６８％和７．４０％，说明微波处理还不

足以完全破坏木质纤维素的复杂结构．酸处理

主要是降解了烟杆中的半纤维素，半纤维素组

分含量降低了３１．４５％，纤维素和木质素分别

降解了６．３３％和９．７２％．这与文新亚等［２１］稀

酸处理可有效去除半纤维素而对于木质素的脱

除效果较差的研究结论一致．酸处理通过对烟

杆中纤维素与半纤维素之间的氢键发生作用，

使其断裂，将半纤维素释放出来，并溶解部分木

质素．经碱处理的样品中木质素的含量明显下

降，说明在碱处理过程中，ＮａＯＨ主要对木质素

起作用，使木质素与碳水化合物的结构链分离，

破坏了木质素的结构，而木质素的降解是提升

烟杆酶解转化效率的关键．

本研究中，微波处理对烟杆组分的降解作

用不显著，而酸处理主要脱除了烟杆中的半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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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预处理后烟杆各组分的降解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ｔｈ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ｔａ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 ％

预处理 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酸处理 ６．３３ ３１．４５ ９．７２
碱处理 ７．８６ １３．６３ ４６．４５
微波处理 ９．４２ ５．６８ ７．４０

维素，尽管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对木质纤维素的

生物炼制都会产生阻碍作用，但由于半纤维素

的水解，往往导致处理后基质木质素含量显著

上升．对于烟杆而言，木质素的选择性降解对烟
杆酶解糖化的影响较半纤维素更加显著．因此，
碱处理较酸处理和微波处理更适合增强烟杆的

糖平台转化．
２．４　预处理烟杆微观结构分析

烟杆在预处理过程中除了化学组分含量会

发生变化外，微观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

酶解糖化效率．下面针对微波处理５ｍｉｎ，碱处
理１２０ｍｉｎ，酸处理１２０ｍｉｎ３种预处理方式对
烟杆微观结构的改变进行分析．
２．４．１　红外光谱分析结果

经不同预处理的烟杆其红外图谱如图２所
示．由图２可知，经碱处理后，烟杆在１７３５ｃｍ－１

处特征吸收峰完全消失，１７３５ｃｍ－１处吸收峰代
表的是 Ｃ Ｏ的伸缩振动，关系到半纤维素与
木质素之间的连接［２２］，这一特征峰的完全消失

说明半纤维素 Ｃ Ｏ结构被破坏，同时半纤维
素与木质素之间的的复合结构在碱处理的条件

下解聚．１５１０ｃｍ－１处吸收峰代表木质素苯环

Ｃ Ｃ双键振动形成的吸收峰［２３］，此处吸收峰

强度减弱，表明在经过ＮａＯＨ处理后，烟杆木质
素中的苯环结构被破坏，木质素大分子空间结

构被打开，有利于木质素的降解．１２４９ｃｍ－１处
吸收峰代表的是木质素中紫丁香基芳环与甲氧

基键合的 Ｃ—Ｏ—Ｃ键发生不对称伸缩振
动［２４］，与原料相比，处理后样品的峰强度显著

图２　经不同预处理后烟杆的红外图谱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ａｌｋｓａｆ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降低，说明ＮａＯＨ对木质素中紫丁香基苯环和

侧链基团（如 Ｃ Ｏ，Ｃ—Ｏ—Ｃ）均有一定程度

的影响．

经微波处理后，烟杆样品的红外图谱峰型

并未明显改变，仅在１５１０ｃｍ－１（木质素苯环特

征吸收峰）和１１６１ｃｍ－１（纤维素、半纤维素Ｃ—

Ｏ—Ｃ结构［２５］）处吸收峰强度有轻微的降低，即

微波处理仅破坏少量木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

素结构，对秸秆复杂大分子结构并未有显著的

改性作用．烟杆样品经酸处理后，在１７３５ｃｍ－１

处木聚糖的 Ｃ Ｏ的伸缩振动峰降低，表明酸

处理降解了烟杆中的半纤维素；１６３０ｃｍ－１处吸

收峰是木质素中与芳香环相连的共轭 Ｃ Ｏ伸

缩振动峰［２５］，经酸处理后这一吸收峰强度增

加，说明苯环的侧链基团修饰生成了羰基结构．

Ｃ．Ｌ．Ｌｉ等［２６］的研究结论也表明酸处理对苯环结

构单元并没有明显的改变，酸处理仅降解半纤维

素并对烟杆木质素的苯环侧链结构进行修饰．

２．４．２　Ｘ－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不同预处理后烟杆结晶度有不同的变化：

经酸处理后的烟杆结晶度为３６．７８％，比原料

结晶度（３４．５４％）升高了６．４９％，Ｈ２ＳＯ４能断

裂纤维素分子中的β－１，４－糖苷键，迅速降低

纤维素聚合度，处理后纤维素相对结晶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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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纤维素分子的无定形区遭到破坏，

使之发生重取向或呈更为有序的状态［２７］；经过

微波处理５ｍｉｎ后，结晶度为３５．４４％，与原料
相比，提高了２．６１％．经碱处理后烟杆的结晶
度为３４．７７％，并未有显著的变化，仅比原料提
高了０．６７％．Ｌ．Ｑ．Ｃｈｕ等［２８］研究表明，ＮａＯＨ
脱除木质素的效果与预处理时间成正比，而纤

维素则无明显变化，高浓度的 ＮａＯＨ预处理才
会导致纤维素晶型的改变．本研究中碱处理并
未改变烟杆纤维素结晶度，而微波处理和酸处

理导致的结晶度升高反而会对提升烟杆酶解效

率产生负面影响．

３　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烟杆和其他秸秆的组分差

异，探讨了烟杆生物炼制的可行性，并对比酸处

理、碱处理和微波处理对烟杆酶解产糖的影响，

确定了最适合烟杆的预处理方法，进一步分析

处理前后烟杆组分和微观结构变化，确定了与

烟杆转化效率密切相关的关键结构因素，主要

结论如下：

１）实验烟杆的组成成分类似于麦秆、稻杆
和玉米秸秆等农作物秸秆，含有较多的纤维素

多糖组分，适合作为生物炼制的原料．
２）碱预处理对烟杆生物转化效率的提升

较酸处理和微波处理更为显著，适合作为烟杆

生物炼制的预处理方式．经质量分数 １％的
ＮａＯＨ溶液于７５℃处理１２０ｍｉｎ后，每 ｇ烟杆
酶解液中的葡萄糖质量可达３３４．６９ｍｇ，较未
处理烟杆提高１１８．３７％．
３）碱处理主要降解烟杆中的木质素，降解

率达到４６．４５％；碱处理在破坏烟杆木质素苯
环骨架的同时，对苯环的侧链基团进行修饰，以

破坏木质素与半纤维素之间的键接，达到了降低

烟杆酶解抗性的目的，碱处理并未改变烟杆纤维

素结晶度，而微波处理和酸处理导致的结晶度升

高反而会对提升烟杆酶解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本研究给出的碱处理技术提高了烟杆的生

物转化效率，适合于高效的烟杆生物炼制过程，

有助于烟草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为促进烟草

行业的绿色生产水平提供新的途径，为获得高

效的烟草废弃物生物转化工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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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ｓｂｙ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ａｎｄｅｍ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ＧＣＭＳ／ＭＳ）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ｂｙ
ＭＲＭｍｏｄ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２０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０．９９９，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ｏｆ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ｅｒｉｅｓｗａｓ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０μｇ／ｍＬ，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３０μｇ／ｍＬ；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ｏｆ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ａｓ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８０μｇ／ｍＬ，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００μｇ／ｍＬ；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ｔｗ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ｔｅａｃｈｓｐｉｋｅ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８３．２％～９９．８％，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７．００％．Ｔｈ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ｄｇｏｏｄ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０　引言

水基胶是以水为分散介质的水溶性或乳液

型胶粘剂，在卷烟生产中主要用于卷烟搭口、卷

烟接嘴、滤棒中线、卷烟包装等［１－３］．水基胶多

以乙酸乙烯酯为主要原料，经聚合、改性而制

得，受生产原料、聚合条件、助剂成分等影响，水

基胶中会存留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化合物，如苯

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３－５］．苯系物对

人体的眼睛、黏膜等部位有刺激作用，可能造成

人体皮肤、肺部、神经系统等疾病，或肾脏、肝脏

等损伤，其中，苯具有确定的致癌作用［６－７］．邻

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也已被证明对人体和环境

具有危害性［８－１１］．烟草行业利用气相色谱 －质

谱联用法（ＧＣＭＳ）对水基胶中这两类有害物

质均制定了相应的标准［１２－１３］．目前，这两类化

合物的检测多以单独检测为主，其中，烟用水基

胶中苯系物的测定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ＰＬＣ）［４］和顶空 －气质联用法（ＨＳＧＣ／

ＭＳ）［１４］，烟用水基胶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的测定主要有超高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

（ＵＰＬＣＭＳ／ＭＳ）［５］、ＧＣＭＳ［１５］和 ＨＰＬＣ［１６］．ＧＣ

ＭＳ／ＭＳ等具有较高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的检

测方法，适合复杂成分的检测［１７－１８］．本文拟建

立一种利用 ＧＣＭＳ／ＭＳ同时快速、准确检测烟

用水基胶中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

方法，以期获得比文献报道方法更高的检测灵

敏度，为烟用水基胶有效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仪器：７０００Ｄ－７８９０Ｂ三重四级杆气相色谱

质谱仪，ＤＢ－ＷＡＸ型色谱柱，ＤＢ－５ＭＳ型色谱
柱，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产；ＨＮＹ－８１０回旋式振荡器，
天津欧诺仪器有限公司产．

试剂：质量浓度为 ５０００μｇ／ｍＬ的苯、甲
苯、乙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的正己

烷混合标准溶液（质量分数 ＞９９．０％），质量浓
度为１０００μｇ／ｍＬ的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
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二甲

酸二正丁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邻苯二甲

酸二（２－乙基）己酯、苯二甲酸正二辛酯的正
己烷混合标准溶液（质量分数 ＞９９．０％），高纯
水，正十四烷（质量分数９９．０％），百灵威科技
有限公司产；正己烷、正戊烷和二氯甲烷（色谱

纯），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公司产；烟用搭口胶、
烟用包装胶、烟用接嘴胶样品，选自某卷烟

企业．
１．２　仪器工作条件
１．２．１　气相色谱条件　通过对比试验选择适
宜的色谱柱；进样口温度２４０℃；载气为Ｈ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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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９９．９９９％）；分流比２５１；流速１．２ｍＬ／

ｍｉｎ；进样量１μＬ．色谱柱升温条件经过反复优

化确定，以实现各组分的有效分离．

１．２．２　质谱条件　传输线温度２４０℃；电子电

压７０ｅＶ；离子源温度 ２３０℃；四级杆温度

１５０℃；溶剂延迟时间３．０ｍｉｎ．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内标萃取液和标准储备液的配制　精

确称取一定量的正十四烷，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０．３０μｇ／ｍＬ的正己烷溶液作为内标萃取液；精

确称取一定量的苯系物混合标准溶液与邻苯二

甲酸酯类化合物混合标准溶液，置于１０ｍＬ容

量瓶中，用正己烷溶液稀释至刻度线，混合均

匀．分别配制成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间二

甲苯、对二甲苯的质量浓度为１０μｇ／ｍＬ，以及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

甲酸二异丁酯、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邻苯二甲

酸丁基苄基酯、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

邻苯二甲酸正二辛酯的质量浓度为５０μｇ／ｍＬ

的正己烷标准储备液．

１．３．２　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　移取一定体积

的标准储备液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用内标液萃

取液稀释至刻度线，混合均匀，配制成系列标准

溶液．其中各苯系物组分质量浓度分别为

０．００２μｇ／ｍＬ，０．００４μｇ／ｍＬ，０．０１μｇ／ｍＬ，

０．０２μｇ／ｍＬ， ０． ０５ μｇ／ｍＬ， ０．１μｇ／ｍＬ，

０．２μｇ／ｍＬ；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质量浓度

分别为０．０１μｇ／ｍＬ，０．０２μｇ／ｍＬ，０．０５μｇ／ｍＬ，

０．１μｇ／ｍＬ，０．２５μｇ／ｍＬ，０．５μｇ／ｍＬ，１．０μｇ／ｍＬ．

１．３．３　样品处理与分析　称取０．３ｇ水基胶

试样（精确至０．１ｍｇ），置于５０ｍＬ具塞三角瓶

中，加入 ２ｍＬ一级水，混合均匀后准确加入

１０ｍＬ内标萃取液，于１５０ｒ／ｍｉｎ下振荡２０ｍｉｎ

后，取上层清液，进行 ＧＣＭＳ／ＭＳ分析．不加样

品，重复上述步骤，作为空白试样，进行 ＧＣ

ＭＳ／ＭＳ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萃取溶剂的筛选
根据所分析物质的性质，选取二氯甲烷、正

己烷、正戊烷等进行萃取试验．将样品置于回旋

振荡器中，萃取时间为２０ｍｉｎ时，二氯甲烷会

将白乳胶原有的性质破坏，导致很多杂峰产生，

干扰了待测物的检测，无法计算其回收率；选择

正己烷为萃取溶剂时，待测物均可检出，苯系物

的平均回收率为９７．４７％，邻苯二甲酸酯类化

合物的平均回收率为９０．９７％；选正戊烷为萃

取溶剂时，待测物均可检出，苯系物的平均回收

率为９１．３３％，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平均

回收率为８８．４６％，这可能是由于其挥发性强，

使得标准曲线配制过程中会有部分正戊烷挥

发，导致回收率的计算结果偏低．因此，选用正

己烷作萃取溶剂较为适宜．

２．２　萃取时间的筛选
选取烟用包装胶作为检测样品，苯系物和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加标浓度分别为

３．３ｍｇ／ｋｇ和１７ｍｇ／ｋｇ，将样品置于回旋振荡

器中，萃取时间为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时，苯

系物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９６．２１％，９７．４７％，

９７．５７％；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平均回收率

分别为 ８５．６９％，９０．９７％，９０．４７％．相对标准

偏差ＲＳＤ＜３．５０％．鉴于在２０ｍｉｎ时各组分回

收率最高，因此，选择２０ｍｉｎ为最佳萃取时间．

２．３　仪器条件的优选
色谱条件：分别采用 ＤＢ－５ＭＳ（３０ｍ ×

０．２５ｍｍ ×０．２５μｍ）和 ＤＢ－ＷＡＸ（３０ｍ ×

０．２５ｍｍ ×０．２５μｍ）毛细管柱进行非极性和

极性色谱柱的分离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在非极

性 ＤＢ－５ＭＳ色谱柱上，目标分析物很难分离．

而极性ＤＢ－ＷＡＸ色谱柱可将１３种目标分析

物与内标物分开，因此选择 ＤＢ－ＷＡＸ色谱柱

进行水基胶的分离分析．优化确定的升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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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初始温度４０℃，保持 ３．０ｍｉｎ，以１０℃／ｍｉｎ

的升温速率升至１００℃，再以３０℃／ｍｉｎ的升温

速率升温至２４０℃，保持３０ｍｉｎ．多反应检测扫

描（ＭＲＭ）色谱图见图１，苯系物的质量浓度为

０．２μｇ／ｍ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质量浓度为

１．０μｇ／ｍＬ，正十四烷质量浓度为０．３μｇ／ｍＬ．

质谱条件：采用 ＭＲＭ模式，对碰撞能量进

行优化，确定各个组分的定性离子对、定量离子

对和碰撞能量等采集参数，见表１．

２．４　方法的表征
２．４．１　标准曲线、检出限和定量限分析　经

ＧＣＭＳ／ＭＳ定量软件计算得到各组分的标准曲

线方程和相关系数见表２．由表２可知，在所测

定的质量浓度范围内，各组分标准曲线线性关

系较好，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９９．取最低标准工

作溶液连续平行测试１０次，计算各组分的标准

偏差，并分别以３倍和１０倍标准偏差对应的含

量为该组分的检出限和定量限．苯系物的检出

限为 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０μｇ／ｍＬ，定量限为

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３０μｇ／ｍＬ；邻苯二甲酸酯类物

质的检出限为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８０μｇ／ｍＬ，定

量限为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００μｇ／ｍＬ．利用本方

法测定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检出

限和定量限明显低于行业标准和文献报道结

果［１３－１５，１９］．

２．４．２　加标回收率计算结果　实验按照标准

加入法，选择样品中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

化合物均未检出的同一水基胶样品，按照低、

中、高３个含量水平，分别在其中加入不同质量

浓度的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标准工

作溶液，每个添加水平重复５次，计算本方法的

加标回收率，结果见表３．由表３可知，苯系物

的平均回收率为８３．２％ ～９９．７％，邻苯二甲酸

酯类化合物的平均回收率为８６．５％ ～９９．８％，

说明本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适合对水基胶

样品中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成分的

测定，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７．００％，能够满足定

量分析的要求．

２．４．３　本文方法与标准方法的对比结果　选

择样品中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均未

检出的基胶样品，分别用本方法和标准方法测

定加标样品中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表１　各组分的ＭＲＭ条件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ＲＭ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化合物 保留时间／ｍｉｎ 离子对１＃ 碰撞能量１＃／Ｖ 离子对２＃ 碰撞能量２＃／Ｖ
苯 ３．５６０ ５１．１／５０．０ １５ ７８．１／５２．１ １５

甲苯 ５．２３３ ５１．１／５０．１ １５ ９１．１／６５．０ １５

乙苯 ６．７７６ ９１．１／６５．０ １５ １０６．１／９１．１ １０

对－二甲苯 ６．９０９ ９１．１／６５．０ １５ １０５．０／９１．１ １５

间－二甲苯 ７．０３５ ９１．１／６５．１ ２０ １０５．１／９１．１ １５

邻－二甲苯 ７．７８０ ９１．１／６５．０ １５ １０６．１／９１．１ １０

正十四烷 １０．５４２ ５７．１／４１．１ ５ ７１．０／４３．２ ５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ＤＭＰ） １４．８３９ １６２．９／７７．１ ２５ ７７．１／５１．１ ２５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ＤＥＰ） １５．１４７ １７７．１／１４９．０ ５ １４８．９／６５．１ ２０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ＤＩＢＰ） １６．０８５ ２２３．０／１４９．０ ５ １４９．０／６５．１ ２５

邻苯二甲酸正二丁酯（ＤＢＰ） １７．３０６ ２２３．０／１４９．０ １０ １４９．０／６５．１ ２５

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ＤＥＨＰ） ２４．７４７ １６７．２／１４９．０ ５ １４９．０／６５．０ ３０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ＢＢＰ） ３４．４８７ ９１．１／６５．１ １５ １４９．０／６５．０ ３０

邻苯二甲酸正二辛酯（ＤＮＯＰ） ３６．４１０ ２７９．２／１４８．８ ５ １４８．８／６５．１ ２５

　　注：离子对１＃为定性离子对，离子对２＃为定量离子对，加离子为定量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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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组分的ＭＲＭ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ＭＲＭ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表２　各组分测定的线性方程、检出限和定量限

Ｔａｂｌｅ２　Ｌｉｎｅａ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ｓ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ｉｍｉｔ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化合物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Ｒ２ 检出限／（μｇ·ｍＬ－１）定量限／（μｇ·ｍＬ－１）
苯 ｙ＝１．５８８２４ｘ＋０．１３１６４２ ０．９９９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０
甲苯 ｙ＝２．７１２０８ｘ－０．００１７０８ ０．９９９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０
乙苯 ｙ＝３．１５８２５ｘ－０．００２３２５ ０．９９９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０

对－二甲苯 ｙ＝３．２９４５０ｘ－０．００１９２３ ０．９９９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５
间－二甲苯 ｙ＝３．２６９５７ｘ－０．００００１３ ０．９９９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５
邻－二甲苯 ｙ＝２．９２１４３ｘ－０．００１７０１ ０．９９９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５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ｙ＝０．７２５５６ｘ＋０．００００５３ ０．９９９６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００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ｙ＝５．２１６７０ｘ＋０．００２５６１ ０．９９９１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００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ｙ＝８．７４０２４ｘ＋０．００７２２２ ０．９９９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０
邻苯二甲酸正二丁酯 ｙ＝１０．６２０１ｘ＋０．０２７３２６ ０．９９９６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０

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 ｙ＝５．５６６７２ｘ＋０．００７０６２ ０．９９８３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０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 ｙ＝３．５１００８ｘ＋０．０１６１６ ０．９９８２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３００
邻苯二甲酸正二辛酯 ｙ＝９．３８７７２ｘ－０．０２８１８ ０．９９８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２３０

含量，重复实验５次，并对结果进行 ｔ检验（见

表４）．选择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由表４可知，水

基胶样品中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

ｔ值均小于相应的 ｔ检验临界值 ２．７７６，表明使

用本方法和使用行业标准法测试的结果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２．５　实际样品测定结果
将本方法应用于实际水基胶样品的测定，

共测定水基胶样品１２个，其中８号样品检测出

目标物邻苯二甲酸正二丁酯，其含量为

１０．５７ｍｇ／ｋｇ，ＭＲＭ色谱图见图２，其他样品中

均未有目标物检出．说明本方法可以满足水基

胶样品中目标物的测定．与行业标准和文献报

道的其他方法相比，本方法不需要更换色谱柱

和内标物，可实现两类化合物同时检测，而且定

量限低于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中邻苯二甲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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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加标回收率（ｎ＝５）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ｓｏｆ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ｕｄｓ（ｎ＝５）

苯系物
质量浓度／（μｇ·ｍＬ－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０

ＲＳＤ／％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质量浓度／（μｇ·ｍＬ－１）
０．０５ ０．２５ １．００

ＲＳＤ／％

苯 ８５．３ ８５．６ ９５．５ ２．２６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８６．５ ９０．５ ８９．４ １．２４
甲苯 ８７．５ ８９．７ ９５．８ ６．７８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９６．３ ９５．７ ９７．８ １．３９
乙苯 ８８．０ ９３．３ ８７．１ ３．４５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９８．２ ９８．３ ９９．８ ３．６４

对－二甲苯 ８３．２ ９１．２ ９４．３ ６．１２ 邻苯二甲酸正二丁酯 ９７．１ ９７．３ ９９．４ １．９４
间－二甲苯 ８８．４ ９４．９ ９４．７ ６．４２ 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 ９４．７ ９７．０ ９６．８ ３．２１
邻－二甲苯 ８６．０ ９９．７ ９１．５ ５．１８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 ９４．９ ９３．４ ９５．７ ２．５６

邻苯二甲酸正二辛酯 ９２．７ ９５．７ ９３．２ ３．３１

表４　本方法与行业标准方法对比结果（ｎ＝５）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ｅｔｈｏｄ（ｎ＝５）

化合物
加标量

／（μｇ·ｍＬ－１）
本方法检出量

／（μｇ·ｍＬ－１）
行业标准方法检出量

／（ｍｇ·ｋｇ－１） ＲＳＤ／％ ｔ值

苯

０．０１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７ １．６４ １．８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４６９ ６．４６ １．９２３
０．２０ ０．１９１０ ０．１８９０ ０．７４ ０．１３４

甲苯

０．０１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８５ １．６４ １．４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４７６ ４．２８ １．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１９２１ ０．１９５２ １．０９ ０．１６７

乙苯

０．０１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９０ １．５８ ０．９４１
０．０５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４６９ ０．３０ ０．３６４
０．２０ ０．１７４３ ０．１８６０ ４．７１ ０．６１５

对－二甲苯
０．０１ ０．０８３２ ０．０９１０ ６．３３ １．７９４
０．０５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４８５ ４．３５ ０．３８４
０．２０ ０．１８９０ ０．１９４３ １．８４ ０．５６７

间－二甲苯
０．０１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８４ ３．２８ １．９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４６８ １．０４ ０．２４１
０．２０ ０．１８９１ ０．１９２２ １．１１ ０．３６３

邻－二甲苯
０．０１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９２ ４．７６ ０．９８１
０．０５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４８８ １．４３ １．６０２
０．２０ ０．１８３２ ０．１８７１ １．５３ １．１２８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０．０５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４４８ ２．５７ １．５８７
０．２５ ０．２２６０ ０．２４１３ ４．５４ ２．５３９
１．００ ０．８９４１ ０．９３４２ ３．０９ ２．６３４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０．０５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４９２ １．５９ １．８４１
０．２５ ０．２３９４ ０．２４２１ ０．８８ １．４２８
１．００ ０．９７８１ ０．９８１２ ０．２１ １．２６３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０．０５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４８５ １．１５ １．６８２
０．２５ ０．２３９４ ０．２４４７ １．４６ ２．４３５
１．００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７９３ １．３５ １．７６０

邻苯二甲酸正二丁酯

０．０５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４８３ １．１６ ０．５７７
０．２５ ０．２４５５ ０．２４３２ ０．５８ ０．８５５
１．００ ０．９９４３ ０．９７９５ １．０７ １．５７１
０．０５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４６７ ０．９０ ２．５２５

邻苯二甲酸二
（２－乙基）己酯 ０．２５ ０．２４２５ ０．２４６２ １．０１ ２．２３０

１．００ ０．９６８３ ０．９９４０ １．８７ １．０３９
０．０５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４９０ ２．３４ １．０１６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 ０．２５ ０．２３３５ ０．２４４９ ３．３９ ２．０８６
１．００ ０．９５７３ ０．９６７８ ０．８１ １．６５９

邻苯二甲酸正二辛酯

０．０５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４８２ ２．８４ １．３３３
０．２５ ０．２３８８ ０．２４６７ ２．３２ ０．６２８
１．００ ０．９３１７ ０．９６７０ ２．６０ １．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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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水基胶样品ＭＲＭ色谱图

Ｆｉｇ．２　ＭＲＭ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ｐ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二丁酯的定量限是３１ｍｇ／ｋｇ，若按照行业标准

方法操作，８号样品中邻苯二甲酸正二丁酯不
能定量检出，而按照本方法则可以将含量很低

的目标物准确检出，因此，本方法能够应用于烟

用水基胶严格的质量控制．

３　结语

本文选用极性 ＤＢ－ＷＡＸ色谱柱，以正己
烷为萃取溶剂、正十四烷为内标物，建立了利用

ＧＣＭＳ／ＭＳ同时检出烟用水基胶样品中苯系
物、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方法．该方法具有
前处理简单、回收率高、重复性好、检测省时高

效等特点，定量限低于行业标准，不但可提高检

测效率，同时可避免使用同台仪器频繁更换色

谱柱，影响仪器和色谱柱使用寿命的问题．该方
法完全适用于烟用水基胶中苯系物、邻苯二甲

酸酯类化合物的批量快速测定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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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臧志鹏，吕长平，王文婷，等．ＧＣ／ＭＳ法测定

水基胶中苯及苯系物的不确定度［Ｊ］．烟草科

技，２０１４，４７（７）：４５．

［９］　邵海洋，徐刚，吴明红，等．加速溶剂萃取 －气

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沉积物中痕量增塑剂

［Ｊ］．分析化学，２０１３，９（４１）：１３１５．

［１０］赖莺，王鸿辉，黄长春，等．高效液相色谱法测

定建筑用胶中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

剂［Ｊ］．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２０１０，４６（５）：

５１４．

［１１］牛增元，房丽萍，孙健，等．气相色谱法同时测

定涂料中的苯系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类环境激

素［Ｊ］．分析测试学报，２００４，２３（３）：１０６．

［１２］曹美，朱忠．涡旋混合辅助超声提取 －高效液

相色谱法同时测定水基胶中的苯系物和邻苯

二甲酸酯类增塑剂［Ｊ］．分析测试技术与仪

器，２０１４，２０（２）：１０９．

［１３］国家烟草专卖局．烟用水基胶 苯、甲苯、乙苯

及二甲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ＹＣ／Ｔ３３４—２０１０［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１４］黄惠贞，梁晖，刘秀彩．顶空 －气质联用法分

析水基胶中的苯系物［Ｊ］．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２，４０（２７）：

［１５］杨斌，陈超英，吴达，等．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法测定烟用水基型乳胶中的邻苯二甲酸酯

［Ｊ］．烟草科技，２０１１，（７）：４８．

［１６］龚淑果，吴名剑，樊华，等．液液萃取 －高效液

相色谱法同时测定１７种邻苯二甲酸酯类物

质的残留量［Ｊ］．理化检验－化学分册，２０１４，

５０（６）：７５４．

［１７］陈晓水，侯宏卫，边照阳，等．气相色谱 －串联

质谱（ＧＣＭＳ／ＭＳ）的应用研究进展［Ｊ］．质谱

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５）：３０８．

［１８］李红，赵海波，姜薇，等．气相色谱 －串联质谱

法同时测定烟用水基胶中１５种邻苯二甲酸

酯类化合物［Ｊ］．理化检验－化学分册，２０１８，

２（２）：１４８．

［１９］国家烟草专卖局．烟用水基胶 邻苯二甲酸酯

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ＹＣ／Ｔ３３３—

２０１０［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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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沌扰动机制的天牛须搜索算法及其
在图像增强中的应用
Ｂｅｅｔｌ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ａｏｔｉ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
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ｍａｇ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关键词：

天牛须搜索算法；混

沌扰动；图像增强；灰

度值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ｅｔｌ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ｈａｏｓ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ｇｒａｙｖａｌｕｅ

马吉明，陈浩洋，张嵩
ＭＡＪｉ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Ｈ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ｏｎｇ

郑州轻工业大学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摘要：针对天牛须搜索算法（ＢＡＳ）收敛速度慢、精度低、全局搜索效果较差等问
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混沌扰动机制的改进天牛须搜索算法（ＣＤＢＡＳ）．该算法通
过混沌机制对天牛位置进行扰动，在迭代时先进行全局搜索，找到全局适应度

值大的区域，然后在该区域中再进行搜索．对ＢＡＳ和ＣＤＢＡＳ分别用７个测试函
数进行实验对比，结果显示 ＣＤＢＡＳ算法具有更好的优化性能，其收敛速度更
快，求解精度更高．将ＣＤＢＡＳ算法应用于图像增强中，结果表明，ＣＤＢＡＳ算法的
增强效果更为明显，图像更加清晰，层次信息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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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明，等：基于混沌扰动机制的天牛须搜索算法及其在图像增强中的应用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ｌｏｗ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ｌｏｗ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ｅｅｔｌｅａｎ
ｔｅｎｎａ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ｅｅｔｌ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ＤＢ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ａｏｔ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ｉｃｏｒｎｂｙｃｈａｏ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ｔｎ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ａｎｄＣＤＢＡＳｗｉｔｈ７ｔｅ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ＤＢＡ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ｆａｓｔｅｒ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ｈｅＣＤＢＡ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ｉｍａｇｅ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ＤＢＡ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ｗａｓ
ｃｌｅａｒ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ｍｏｒ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０　引言

启发式算法在以计算机科学为主要内容的

学术社会，以及许多其他实际工程领域中发挥

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背包问题求解［１］、神经

网络［２］、ＰＩＤ控制策略［３］、Ｋ均值分类［４］、多聚

焦图像融合［５］的实现等．启发式算法是相对最

优化算法提出的，最优化算法可以求出一个问

题中每个实例的最优解，而启发式算法是一个

基于直观或经验构造的算法，在可接受的花费

（指计算时间和空间）下给出待解决组合优化

问题每一个实例的一个可行解，该可行解与最

优解的偏离程度一般不能被预计．由于启发式

算法具有简单、灵活和局部最优等特点，在过去

几十年中引起了业内学者的广泛关注．Ｓ．Ｍｉｒｉ

ｊａｌｉｌｉ等［６］提出了一个灰狼优化器，通过在自然

界中模仿灰狼的领导和猎物，使其较强的收敛

性能为快速求解出最优值做好铺垫．Ｘ．Ｓ．Ｙａｎｇ

等［７］受到一些杜鹃种群繁殖寄生的启发，开发

了一种名为杜鹃搜索的算法用于优化搜索．乔

东平等［８］研究一种蚁群优化方法，该方法受某

些蚂蚁种群觅食行为与方法的启发，以探索优

化问题的方案．Ｔ．Ｑ．Ｗｕ等［９］模仿海豚在搜寻、

呼叫、接受、捕猎中，进行回声定位、信息交流、

合作分工等行为，提出海豚算法．本文研究的内

容为图像增强，需要对图像进行优化．为了解决

优化问题，本文选择了Ｘ．Ｙ．Ｊｉａｎｇ等［１０］在２０１８

年提出的启发式算法，即天牛须搜索算法

（ＢＡＳ），该算法模拟了天线的功能和自然界中

甲虫的随机行走机制，实现了检测和搜索两个

主要步骤，具有求解速度快、精度高等特点．

ＢＡＳ算法不需要梯度信息和函数的具体形式，

就可以实现高效寻优与求解．相对于粒子群算

法，ＢＡＳ算法只需要一个个体，即一只天牛，因

此算法运算量较低．

本文拟综合混沌扰动优化策略的思想，在

基本的ＢＡＳ算法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混沌扰

动机制的天牛须搜索算法（ＣＤＢＡＳ），采用混沌

扰动机制优化天牛位置，解决 ＢＡＳ易限于局部

极值、收敛速度慢的问题，并将其应用到图像处

理领域，以期获得更好的图像增强效果．

１　基于混沌扰动机制的天牛须搜索
算法

１．１　ＢＡＳ算法的基本原理
ＢＡＳ算法是一种受天牛觅食原理启发的智

能优化算法．天牛觅食是根据食物气味的强弱

来觅食的．天牛的触角非常长，有的甚至超过了

身体的长度，大触角扩大了探索的区域．如果左

边触角收到的气味比右边大，天牛就往左边飞，

否则就往右飞，直至找到食物．

描述天牛觅食的简单模型假设如下．

１）天牛左右两须位于质点两边．

２）天牛步长 ｓｔｅｐ与两须之间的距离 ｄ０之

比ｃ是个固定常数，即ｓｔｅｐ＝ｃ×ｄ０，因此大天牛

（两须固定长）走大步，小天牛走小步．

３）天牛飞到下一步后，头的朝向是随

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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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牛在ｔ时刻的位置表示为 ｘｔ（ｔ＝１，２，

３，…），ｘ位置的气味浓度表示为ｆ（ｘ），此函数称

为适应度函数，其最大值对应于气味的来源点．

基本ＢＡＳ算法的步骤如下．

步骤１　建立搜索模型，描述一个随机方

向的天牛搜索：

珒ｂ＝ ｒｎｄ（ｋ，１）
‖ｒｎｄ（ｋ，１）‖ ①

其中，ｒｎｄ（ｋ，１）为随机函数，ｋ为位置维数．

通过向左边或右边搜索，来模拟天牛须触

角的活动．

ｘｒ＝ｘ
ｔ＋ｄｔ珒ｂ，ｘｌ＝ｘ

ｔ－ｄｔ珒ｂ ②
其中，ｘｒ是右侧搜索区域的位置；ｘｌ是左侧搜索

区域的位置；ｄ是与利用能力相对应的天线的

传感长度，该长度需要足够长，能覆盖适当的搜

索范围，以便从开始就能从局部最小点跳出，然

后随着时间ｔ的推移，传感长度逐渐缩短．

步骤２　为了表达检测行为，进一步生成

迭代模型，将搜索行为与气味检测相关联．

ｘｔ＝ｘ（ｔ－１）＋δｔ珒ｂｓｉｇｎ（ｆ（ｘｒ）－ｆ（ｘｌ）） ③
其中，δ是搜索的步长，其说明了 ｔ的递减函数

的收敛速度，δ的初始化应该相当于搜索区域；

ｓｉｇｎ（．）表示符号函数．

搜索参数ｄ和δ的更新规则分别为

ｄｔ＝０．９５ｄｔ－１＋０．０１ ④

δｔ＝０．９５δｔ－１ ⑤
如果需要，这两个参数也可以指定为常数．

在ＢＡＳ算法中，由于天牛须是单个个体搜

索，不是群搜索，所以它的全局搜索效果较差，

不能在大范围内找出理想的结果．因此需要进

行改进，使其能够在大范围内搜索出最佳的适

应度值．

１．２　混沌扰动机制
混沌是一种确定的但又不可预测的运动状

态，在有限空间中永远运动着，不相交也不闭

合，它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非线性现象，它

看似混乱，却有着精致的内在结构，具有随机

性、遍历性、规律性等特点［１１］．

产生混沌序列的方法有多种，比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映射、Ｔｅｎｔ映射、Ｓｉｎ映射．由于 Ｔｅｎｔ映射的值

分布比较平坦、均匀，所以本文选择该映射来产

生混沌序列．Ｔｅｎｔ映射的公式为

Ｘｄ＝
２ｘｄ　　　　０≤ｘｄ≤１／２

２（１－ｘｄ）　　１／２≤ｘｄ≤{ １
⑥

其中，Ｘｄ是混沌序列 Ｘ的第 ｄ维变量，ｄ＝１，

２，…；ｘｄ是一个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ｘｄ∈
［０，１］．

混沌扰动的步骤可以描述如下．

步骤１　应用Ｔｅｎｔ映射产生混沌变量．

步骤２　将混沌变量映射回到所要解决问

题的解空间：

ｎｅｗＸｄ＝ｍｉｎｄ＋（ｍａｘｄ－ｍｉｎｄ）Ｘｄ ⑦
其中，ｍａｘｄ和 ｍｉｎｄ分别是第 ｄ维变量 ｎｅｗＸｄ
的最大和最小值．

步骤３　按照下式对个体进行混沌扰动：

ｎｅｗＸ＝Ｘ＋ｓｔｅｐ×（ｎｅｗＸｄ－Ｘ）／２ ⑧
其中，Ｘ为需要进行混沌扰动的个体，ｎｅｗＸｄ为

产生的混沌扰动量，ｎｅｗＸ为混沌扰动后的

个体［１２］．

１．３　改进的天牛须搜索算法
混沌搜索是一种效果较好的搜索机制，由

于它具有遍历性，利用混沌变量进行优化搜索

会比盲目无序的随机搜索更具优越性，所以将

混沌扰动机制引入 ＢＡＳ，可以在搜索时更容易

跳出局部极值［１３］．ＣＤＢＡＳ算法开始进行迭代

时，前一部分迭代采用混沌扰动机制进行全局

搜索，后一部分迭代根据原始行为进行局部搜

索，这可以加快算法的收敛速度，提高算法的收

敛精度．ＣＤＢＡＳ算法的流程如图１所示．

初始化参数之后，如果没有超过迭代次数，

则先生成一个天牛的随机方向，再通过气味等

相关信息更新方向，迭代的前一部分根据混沌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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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混沌扰动机制的ＢＡＳ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ＢＡ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ｈａｏｔｉｃ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扰动机制进行搜索，后一部分根据原始的行为

搜索．不管是前一部分迭代还是后一部分迭代，

只要发现有更好的适应度值，就进行替换，直到

迭代结束．

在前一部分的迭代过程中，扰动分量较大，

因此进行全局搜索，在全局中找到适应度值大

的区域．在后半部分的迭代中，对前一部分选中

的区域进行再搜索，这时扰动分量较小，收敛精

度较高．扰动次数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而减少，

这种“全面撒网，重点捞鱼”的行为，弥补了

ＢＡＳ算法的不足，能对收敛速度、求解精度更好

地进行优化．

２　仿真实验与分析

２．１　仿真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ＣＤＢＡＳ算法的性能，

选取７个标准测试函数进行仿真测试．标准测

试函数如表１所示，测试函数均是非线性函数，

理论最小值均为０．其中，ｆ１是一个典型的单模

函数，主要用于测试算法的准确性；ｆ２函数的成

像几乎是平坦的区域，由余弦波调制形成单独

的孔或峰，以使表面起伏，主要是为了寻找函数

的最优解；ｆ３函数的主要作用是检测在解有规

律的一种情况下，算法的实用性；ｆ４函数是测试

算法收敛性能的经典函数；ｆ５函数具有以全局

最小值和径向环区域为中心的无限个局部最小

点，该函数振荡强烈，并且难以获得全局最优

解；ｆ６是测量全局优化功能的指数函数，当 ｉ＝

１，２，…时，ｚｉ＝１＋
ｘｉ－１
４ ；ｆ７函数用于求解多模

式最小化问题．以上７个函数的搜索范围均为

［－１０，１０］．

实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１０系统，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４ａ

软件，ＣＰＵ为ｉ５３４７０３．２０ＧＨｚ，ＲＡＭ为４ＧＢ．

ＢＡＳ算法和ＣＤＢＡＳ算法的参数设置为：天

牛步长递减系数ｅｔａ＝０．９５，天牛须长与步长之

比（须长率）ｃ＝５，迭代次数 ｎ＝１００，初始化最

大步长ｓｔｅｐ＝１．

针对每一个函数，两种算法分别在搜索维

度为２，１０和２０时独立运行３０次，通过比较计

算结果的精度和进化曲线对比算法的性能．

２．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２．１　精度对比　将所得最优值、最差值、平

均值和方差作为算法精度和鲁棒性的衡量指

标，运行结果如表２—表４所示．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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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测试函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ｅ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序号 函数名 表达式

１ Ｓｐｈｅｒｅ ｆ１（ｘ）＝∑
ｄ

ｉ＝１
ｘ２ｉ

２ Ａｃｋｌｅｙ ｆ２（ｘ）＝－２０ｅｘｐ －０．２ １
ｄ∑

ｄ

ｉ＝１
ｘ２

槡[ ]ｉ －ｅｘｐ １
ｄ∑

ｄ

ｉ＝１
ｃｏｓ（２πｘｉ[ ]）

３ Ｒａｓｔｒｉｇｉｎ ｆ３（ｘ）＝１０ｄ＋∑
ｄ

ｉ＝１
［ｘ２ｉ－１０ｃｏｓ（２πｘｉ）］

４ Ｚａｃｈａｒｏｖ ｆ４（ｘ）＝∑
ｄ

ｉ＝１
ｘ２ｉ＋

１
２∑

ｄ

ｉ＝１
ｉｘ( )ｉ ２＋ １

２∑
ｄ

ｉ＝１
ｉｘ( )ｉ ４

５ Ｓａｌｏｍｏｎ ｆ５（ｘ）＝－ｃｏｓ２π ∑
ｎ

ｉ＝１
ｘ２

槡
( )

ｉ
＋０．１ ∑

ｎ

ｉ＝１
ｘ２

槡 ｉ ＋１

６ Ｌｅｖｙ ｆ６（ｘ）＝ｓｉｎ
２（πｚｉ）＋∑

ｎ－１

ｉ＝１
（ｚｉ－１）

２［１＋１０ｓｉｎ２（πｚｉ＋１）］＋（ｚｉ－１）
２［１＋ｓｉｎ２（２πｚｉ）］

７ ＤｉｘｏｎＰｒｉｃｅ ｆ７（ｘ）＝（ｘ１－１）
２＋∑

ｄ

ｉ＝２
ｉ（２ｘ２ｉ－ｘｉ－１）

２

表２　搜索维度为２维时７个函数的性能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ｉｓ２

函数 算法 最优值 最差值 平均值 方差

ｆ１
ＢＡＳ ２．４３９０ｅ－０８ ４．４５３９ ０．２１５２ ０．７７４３
ＣＤＢＡＳ ４．１４２６ｅ－０８ ０．１０４２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０９

ｆ２
ＢＡＳ ０．０００９ １５．６１５９ ８．０４２１ ２９．８２４９
ＣＤＢＡＳ ０．０００３ ４．８８６３ ０．４２６６ １．３２４４

ｆ３
ＢＡＳ ８．１２７６ｅ－０４ １３２．０４９４ ４８．１８２２ １．２９１８ｅ＋０３
ＣＤＢＡＳ ６．５４８１ｅ－０５ ４．９７５０ １．２９４２ １．２９４２

ｆ４
ＢＡＳ ５．７５９１ｅ－０７ ２８．７６１６ １．５１１４ ２９．６６１９
ＣＤＢＡＳ １．００５６ｅ－０６ ０．６０７７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１３１

ｆ５
ＢＡＳ ０．１６５５ １．２４９３ ０．６９３６ ０．０８４６
ＣＤＢＡＳ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００２ ０．０８８６ ０．００４６

ｆ６
ＢＡＳ １．３６７７ｅ－０７ ８．６２４６ ３．４６５９ ７．７５３３
ＣＤＢＡＳ ２．４０１９ｅ－０７ ０．２３２１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３４

ｆ７
ＢＡＳ ３．１７２１ｅ－１１ １．７０５１ｅ－０６ １．１２８２ｅ－０７ ９．５７００ｅ－１４
ＣＤＢＡＳ １．１０６５ｅ－１２ ５．８０８５ｅ－０７ ６．８５０１ｅ－０８ １．６８０２ｅ－１４

表３　搜索维度为１０维时７个函数的性能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ｉｓ１０

函数 算法 最优值 最差值 平均值 方差

ｆ１
ＢＡＳ ６０．８５７７ ３６３．０７６５ １９８．９１１６ ６．３３１１ｅ＋０３
ＣＤＢＡＳ １．５７９０ ２０．７８３１ ６．８８８７ ２０．６９４１

ｆ２
ＢＡＳ ８．８８４３ １５．３９２５ １２．９７９４ １．９８３０
ＣＤＢＡＳ ２．１７６５ ５．６１６７ ４．１３７９ ０．６２３７

ｆ３
ＢＡＳ １４９．１４８２ ５１０．６４４８ ３３３．４７９８ ７．５０２２ｅ＋０３
ＣＤＢＡＳ ２５．２３４９ ６９．６０１８ ５２．２６１５ １０２．７４９５

ｆ４
ＢＡＳ １２２．７３８９ ５．３７２６ｅ＋０６ ３．８７９１ｅ＋０５ １．３９８７ｅ＋１２
ＣＤＢＡＳ ３．８３３２ ４０．０９９０ １２．３７６３ ８４．９１９３

ｆ５
ＢＡＳ １．０２０２ ２．４９２８ １．７７１１ ０．１０３０
ＣＤＢＡＳ ０．１７３２ ０．５１９８ ０．３４４７ ０．００７８

ｆ６
ＢＡＳ １４．３１０２ ６８．１５４５ ２５．５６６４ １１１．００２８
ＣＤＢＡＳ ０．７６５９ ５．５３８５ １．９０５６ １．１７６１

ｆ７
ＢＡＳ ６．３７９２ｅ＋０３ ２．８２６４ｅ＋０５ １．０１４８ｅ＋０５ ３．９２０２ｅ＋０９
ＣＤＢＡＳ ２４．１７５０ １．１３４１ｅ＋０３ ２４９．４４３６ ７．７２８０ｅ＋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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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搜索维度为２０维时７个函数的性能比较

Ｔａｂｌｅ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ｉｓ２０

函数 算法 最优值 最差值 平均值 方差

ｆ１
ＢＡＳ ２５５．９６３６ ６７６．２２３９ ４８８．７８００ ４８８．７８００
ＣＤＢＡＳ ６．１８２５ ３５．２１４６ １７．４２９９ ４１．４５５４

ｆ２
ＢＡＳ １２．６１７０ １５．５９２８ １４．０６７８ ０．５６１７
ＣＤＢＡＳ ３．６２５５ ５．７３７５ ４．７７３５ ０．２４５６

ｆ３
ＢＡＳ ５０３．８７５８ １．０５３３ｅ＋０３ １．０５３３ｅ＋０３ １．９３１２ｅ＋０４
ＣＤＢＡＳ １１２．５６７６ １８５．９３９０ １４８．７１８１ ２６７．１９０３

ｆ４
ＢＡＳ ３５１．３８９９ ３．７１７７ｅ＋０９ ３．６４１８ｅ＋０８ ７．９７５９ｅ＋１７
ＣＤＢＡＳ １２．６０１４ １１２．０４２１ ３２．８５１４ ５３８．６７４３

ｆ５
ＢＡＳ ２．００４３ ３．２０２４ ２．６１９３ ０．０９１１
ＣＤＢＡＳ ０．３４６５ ０．７２１３ ０．５０９０ ０．０１０１

ｆ６
ＢＡＳ ４１．４６８１ １５３．９８０７ ８３．２２７６ ７６２．５００８
ＣＤＢＡＳ １．８８５２ １４．９３５９ ６．２５５９ １０．８１２５

ｆ７
ＢＡＳ ２．６２００ｅ＋０５ １．９２９３ｅ＋０６ ９．２８３０ｅ＋０５ １．１９３４ｅ＋１１
ＣＤＢＡＳ ２７４．２４０２ ６．６４７６ｅ＋０３ １．８４８４ｅ＋０３ ２．３００４ｅ＋０６

　　从表２— 表４可以看出，当测试函数在２

维、１０维和２０维时，ＣＤＢＡＳ算法总体上比ＢＡＳ

算法的精度更高、鲁棒性更好．ＣＤＢＡＳ继承了

ＢＡＳ的优点，又增强了全局搜索能力，极易于跳

出局部极值，同时扰动量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

不断减小，利于局部搜索．

２．２．２　进化曲线对比　由于２维、１０维、２０维

不同函数的运行结果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所以

本文选取２０维的进化曲线进行对比，进化曲线如

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在相同维数和参数条件

下，对于所有的函数，ＣＤＢＡＳ的收敛速度远远

优于ＢＡＳ．这是因为ＢＡＳ算法收敛到极值后，找

不到一种有效机制能使算法跳出局部极值．

３　ＣＤＢＡＳ算法在图像增强中的应用

灰度变换是图像增强的一种重要手段．常

用的灰度非线性变换有４种类型，第一种是对

较暗区域进行拉伸，第二种是对较亮区域进行

拉伸，第三种是拉伸中间区域压缩两端区域，第

四种是拉伸两端区域压缩中间区域．Ｊ．Ｂ．

Ｔｕｂｂｓ［１４］提出用归一化的非完全 Ｂｅｔａ函数

Ｆ（ｕ）来自动拟合这４类变换曲线：

Ｆ（ｕ）＝Ｂ－１（α，β）×∫
０

ｕ

ｔα－１（１－ｔ）β－１ｄｔ

０＜α，β＜５０

其中，Ｂ（α，β）＝∫
０

１

ｔα－１（１－ｔ）β－１ｄｔ．

不同的α，β值能够拟合各类变换曲线，产

生不同的效果．当α＜β时，呈现的区域为第一

种类型；当 α＜β时，呈现的区域为第二种类

型；当α＝β时，呈现的区域为第三和第四种类

型．采用Ｔｕｂｂｓ方法确定α和β值，计算量大，耗

时多，效率低．

将ＣＤＢＡＳ算法应用于图像增强的基本思

想是：利用ＣＤＢＡＳ算法在非线性变换函数的参

数α和 β的空间范围内，自适应地搜索每幅待

处理图像对应变换函数的最佳 α，β值，从而使

目标函数取得最大值．具体过程如下．

１）首先对输入进行归一化处理

ｇ（ｘ，ｙ）＝
ｆ（ｘ，ｙ）－Ｌｍｉｎ
Ｌｍａｘ－Ｌｍｉｎ

其中，ｆ（ｘ，ｙ）为原来函数的灰度值，ｇ（ｘ，ｙ）为进

行归一化处理后图像的灰度值，Ｌｍａｘ和 Ｌｍｉｎ分别

是图像灰度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２）采用ＣＤＢＡＳ算法进行多次迭代，得出非

线性变换函数Ｆ（ｕ）的最佳参数α，β．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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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搜索维度为２０维时不同函数的进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２０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３）找到最佳的 α，β值后，利用式⑨进行

非线性变换，对图片进行灰度处理．

ｇ′（ｘ，ｙ）＝Ｆ［ｇ（ｘ，ｙ）］ ⑨
４）用式⑩进行反归一化处理，得到增强后

的图像．

ｆ′（ｘ，ｙ）＝（Ｌｍａｘ－Ｌｍｉｎ）ｇ′（ｘ，ｙ）＋Ｌｍｉｎ ⑩
其中，ｆ′（ｘ，ｙ）表示原来的图像的像素点（ｘ，ｙ）

经过灰度变换后的灰度值．

５）适应度函数以文献［１５］中的图像质量

的评价测试函数为标准来确定：

ｆｉｆｎｅｓｓ＝ １
Ｍ×Ｎ∑

Ｍ

ｘ＝１
∑
Ｎ

ｙ＝１
ｆ′２（ｘ，ｙ）－

１
Ｍ×Ｎ∑

Ｍ

ｘ＝１
∑
Ｍ

ｙ＝１
ｆ′（ｘ，ｙ[ ]）

２

其中，Ｍ，Ｎ分别是图像的长和宽；当ｆｉｆｎｅｓｓ得到

的值越大时，说明图像对比度越大，图像增强的

效果就越好．

为了验证ＣＤＢＡＳ算法图像增强的有效性，

选取标准图库中的Ｌｅｎａ（５１２像素 ×５１２像素）

图像进行仿真实验．参数设置为：天牛步长递减

系数ｅｔａ＝０．９５，须长率 ｃ＝５，迭代次数 ｎ＝

１００，α和β值的范围为［０，５０］，初始化最大步

长ｓｔｅｐ＝１．最佳的α，β和适应度值如表５所示，

Ｌｅｎａ图像增强效果及其对应直方图如图３—图

４所示．

由图３和图４可知，输入图像的灰度值很

低，使用ＣＤＢＡＳ算法后，增强了图像的灰度值，

并且图像的清晰度更高，亮度更亮，视觉效果得

到了很好的改善，鲁棒性增强；与 ＢＡＳ算法相

比，ＣＤＢＡＳ增强的直方图的灰度值范围更大，

层次也更加丰富．

４　结语

本文提出的 ＣＤＢＡＳ算法，在ＢＡＳ算法的

表５　最佳的α，β和适应度值

Ｔａｂｌｅ５　Ｏｐｔｉｍｕｍα，βａｎｄｆｉｔｎ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ｓ

图像 α β 适应度值

原图 １ １ ２．１９９７ｅ＋０３
ＢＡＳ增强 ４１．１８７２ ２１．９８５６ ４．１５６２ｅ＋０３
ＣＤＢＡＳ增强 ２０．１２５１ ２９．９７０４ ９．１７４７ｅ＋０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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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Ｌｅｎａ图像增强效果

Ｆｉｇ．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ｅｎａｉｍａｇｅ

图４　Ｌｅｎａ图像增强直方图

Ｆｉｇ．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Ｌｅｎａｉｍａｇｅ

基础上，引入了混沌扰动机制对天牛位置进行

扰动，扰动量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不断减小．运

用７个标准测试函数分别在２维、１０维、２０维

进行对比实验，验证了ＣＤＢＡＳ算法相比于ＢＡＳ

算法的收敛速度和求解精准度更优．将ＣＤＢＡＳ

算法应用于图像增强，增强效果比 ＢＡＳ算法更

加明显，图像更加清晰，层次信息更为丰富．为

了扩展改进的天牛须算法的应用领域，下一步

将研究该算法在多目标规划问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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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核 ＳＶＭ结合改进 ＥＭＤ跨越语义鸿沟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ｇａｐｂｙ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ｋｅｒｎｅｌＳＶＭ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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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向 量 机；改 进

Ｅ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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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ｇａｐ；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ｋｅｒｎｅｌ；ＳＶ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ＭＤ

徐炎，曹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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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３，Ｃｈｉｎａ

摘要：针对跨越语义鸿沟方法中未考虑文本间语义相关性和样本数量增加时计

算量过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语义核 ＳＶＭ结合改进 ＥＭＤ跨越语义鸿沟方法．
该方法首先考虑到文本特征间的语义关系，提取与图像共生的文本关键词，结

合ＨｏｗＮｅｔ通用本体库和内部统计特征构造语义核函数，然后将语义核函数嵌
入ＳＶＭ进行关键词分类，得到最佳候选关键词，从而解决文本间语义相关性问
题；再通过最佳减小矩阵对 ＥＭＤ算法进行改进，从而减小计算量．对比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充分利用了与图像共生的文本特征间的语义关系，标注准确率

明显高于其他３种方法，且标注时间缩短为其他方法的１／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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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ｏｒ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ｓｔ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ｗｏｒｄ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ＭＤｗｉｔｈｂｅｓｔｄｅｃ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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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ｋｅｓｆｕｌ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ｅｘ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ａｓｃｕｔｄｏｗｎｔｏ１／５ｏｆｂｅｆｏｒｅ．

０　引言

跨媒体语义研究针对的是混合在一起的语

义内容相同但模态不同的信息对象［１］．共生的

文本和图像作为常见的跨媒体语义研究对象一

直是业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图

像语义标注、语义图像检索ＳＩＲ（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ｉｍａｇ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等方面［２－４］．无论是图像语义标注还

是图像检索，其关键步骤都是描述图像内容及

其语义，其中语义鸿沟作为主要的难点一直制

约着标注和检索的准确率．Ａ．Ｗ．Ｍ．Ｓｍｅｕｌｄｅｒｓ

等［５］将语义鸿沟定义为：在给定的情形下，用户

从视觉数据中获取的信息与其对视觉数据的理

解间存在的不一致．为了消除视觉数据的多义

性，以便获得准确的语义表达，研究人员利用跨

媒体特征，从不同模态的数据中寻找语义相关

信息，从而对视觉特征的语义进行限定．Ｙ．Ｃａｏ

等［６］提出，深度视觉语义哈希模型（ＤＶＳＨ）通

过端到端的深度学习架构生成图像和语句的哈

希码可用以跨越语义鸿沟．该方法虽然考虑到

图像与文本间的语义特征，但忽略了文本内在

的语义关联，且深度学习架构对计算力要求较

高．Ｂ．Ｗａｎｇ等［７］提出的对抗跨模检索方法

ＡＣＭＲ，采用基于对抗性学习的方法获得可以

将图像与文本直接进行比较的共享子空间，用

以跨越语义鸿沟．该方法的缺点在于：采用三重

限制获取共享子空间中的统一表征，而当样本

数据量增大时计算量增长过快．Ｖ．Ｓ．Ｔｓｅｎｇ

等［８］提出的 ＦＭＤ模型，通过结合 Ｗｅｂ页面中

与带标注信息的图像内容相关的文字描述部

分，实现用户特定需求的语义理解．ＦＭＤ模型

分为三步：首先构建基于图像分割的视觉特征

模型，识别图像中的对象并进行特征提取，通过

比较不同图像间对象的相似度，得到已标注的

词与对象的关系；然后构建基于决策树的文字

模型，利用Ｃ４．５算法对由相关文本中提取的关

键词进行分类，得到最合适的候选词；最后融合

两种模型，根据最短视觉距离将最合适的候选

词标注图像，从而跨越语义鸿沟．在提取关键字

并利用决策树分类的过程中，ＦＭＤ模型仅采用

去停用词和词干化处理相关文本得到待分类关

键词，忽略了文本特征间的语义关系．此外，由

于 Ｃ４．５决策树算法存在因训练集规模小而结

果不可靠的缺点，导致最终候选词不可靠［９］．同

时，通过计算不同图像中对象的相似度得到最

短视觉距离的方法会因训练样本数量不足而导

致准确率不高．

支持向量机 ＳＶ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和高维度模式识别问题

方面具有良好的性能，基于语义核函数的 ＳＶＭ

可以结合文本特征间的语义关系对文本进行分

类［１０］．ＥＭＤ（ｅａｒｔｈｍｏｖｅｒ’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算法是计

算跨模态数据相似度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定义

为：将一个分布变换为另一个分布所需的最小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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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作为距离函数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是

存在下界．基于此，本文拟对 ＥＭＤ进行改进以

减小计算量，并将语义核 ＳＶＭ结合改进 ＥＭＤ，

以解决未考虑文本特征间语义关系的问题，进

而提高标注的准确率，在样本数据量增大时减

小所需计算量．

１　ＥＭＤ算法及其改进

１．１　ＥＭＤ基本原理
ＥＭＤ是使用最广泛的衡量两种模态对象

相似度的方法之一，当样本量较小时，其计算次

数少的优势尤为明显．设 Ｐ＝｛ｐ１，ｐ２，…，ｐｎ｝和

Ｑ＝｛ｑ１，ｑ２，…，ｑｎ｝为 ｎ维直方图，其中 ｐｉ和 ｑｉ
是直方柱（也称权重或概率）．矩阵 Ｄ＝［ｄ］称

为地面距离矩阵，其中ｄｉｊ是ｐｉ与ｑｉ之间的地面

距离．地面距离可以由任意度量距离定义，例如

欧氏距离和曼哈顿距离．当直方柱由 ｐｉｊ转换为

ｑｉｊ时，直方柱中发生变化的部分为ｆｉｊ，矩阵 Ｆ＝

［ｆｉｊ］称为流矩阵．这一转换过程定义为 ｆｉｊ与 ｄｉｊ
的乘积．Ｐ和 Ｑ之间的 ＥＭＤ定义为分布 Ｐ转

换为分布Ｑ所需的最小工作量，即

ＥＭＤ（Ｐ，Ｑ）＝ｍｉｎ∑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ｆｉｊ·ｄ{ }ｉｉ

其 中，ｉ，ｊｆｉｊ ≥ ０，ｉ∑
ｎ

ｊ＝１
ｆｉｊ ＝ ｐｉ， 且

ｊ∑
ｎ

ｉ＝１
ｆｉｊ＝ｑｉ．

１．２　ＥＭＤ算法改进
ＥＭＤ的投影下界是影响计算复杂度的主

要因素．设Ｓｊ为Ｒ
ｄ中的单位向量，那么

ＥＭＤ（Ｐ，Ｑ）≥ＥＭＤ（ｐｒｏｊＳｊ（Ｐ），ｐｒｏｊＳｊ（Ｑ））

其中，ｐｒｏｊＳｊ（Ｐ）为Ｐ在向量Ｓｊ上的投影（也是

Ｑ的相似），即

ｐｒｏｊＳｊ（Ｐ）＝（ｐ１，…ｐｎ，ｔ１，…，ｔｎ），ｔｉ＝Ｓ
ｔ
ｊ·ｂｉ

其中，ｐｉ为权重，ｔｉ为投影直方条．设 Ｓ＝（Ｓ１，

…，Ｓｄ′）为Ｒ
ｄ中的正交轴，那么

ＥＭＤ（Ｐ，Ｑ）≥

１

槡ｄ′
∑
ｄ′

ｉ＝１
ＥＭＤ（ｐｒｏｊＳｊ（Ｐ），ｐｒｏｊＳｊ（Ｑ））

Ｐ和Ｑ之间的 ＥＭＤ投影下界为一组正交

向量的ＥＭＤ之和除以向量数的平方根，单一投

影的计算时间复杂度为Ｏ（ｎ）．当所需计算对象

数量增加时，ＥＭＤ算法计算更耗时［１３］．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结合ＥＭＤ算法计算低维直方图比

高维直方图快速这一特点，利用ｎ×ｎ′（ｎ′＜ｎ）

维矩阵变换降低矩阵维度的思路，对ＥＭＤ算法

进行如下改进．

改进的ＥＭＤ算法的计算方法为：投射矩阵

Ｇ（０）的初始值为随机生成的正交矩阵，在第 ｋ

次迭代训练中，先通过固定矩阵Ｇ得到变换矩

阵Ｅ，其中

Ｅ（ｋ） ＝ ｍｉｎ
Ｅ（ｋ）∈Ｊ（ｐＳ·ｐＴ）

∑
｜ＶＳ｜

ｓ＝１
∑
｜ＶＴ｜

ｔ＝１
Ｅ（ｋ）ｓｔ ｄ（Ｇ

（ｋ－１）ｗｓ，ｗｔ）

Ｇ（ｋ） ＝ ｍｉｎ
Ｇ（ｋ）∈Ｒｄ×ｄ
∑
｜ＶＳ｜

ｓ＝１
∑
｜ＶＴ｜

Ｔ＝１
Ｅ（ｋ）ｓｔ ｄ（Ｇ

（ｋ）ｗｓ，ｗｔ）

ｓ．ｔ．（Ｇ（ｋ））ＴＧ（ｋ） ＝Ｉ

然后，给定变换矩阵 Ｅ再计算得到投射矩

阵Ｇ．ＶＳ为变换前向量空间，ＶＴ为变换后的向

量空间，ｗｓ和ｗｔ分别为变换前后的特征向量．

由于正交的限制，计算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选

择平方欧几里得距离作为地面距离函数 ｄ，则

目标问题转化为奇异值分解问题：

Ｇ（ｋ） ＝ＵＶＴ

式中的矩阵Ｕ和Ｖ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
｜ＶＳ｜

ｓ＝１
∑
｜ＶＴ｜

ｔ＝１
Ｅ（ｋ）ｓｔｗｓｗ

Ｔ
ｔ ＝Ｕ∑ＶＴ

投射矩阵Ｇ经过ｎ×ｎ’维矩阵变换得到

最佳减小矩阵Ｄ′＝［ｄ′ｉ′ｊ′］，最后得到降维后直

方图的地面距离．最佳减小距离矩阵Ｄ′可以确

保ＥＭＤ中降维后的直方图永远小于原始直方

图，因此计算量大大减少．

２　基于语义核函数的ＳＶＭ

语义核函数可通过将线性不可分问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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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点映射到高维空间，把问题转化为线性可

分问题，然后通过计算高维空间中数据点间的

距离来实现分类．此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在原

始空间中的计算即可得到高维空间中数据点间

距离，且文本数据的稀疏性使得计算距离非常

有效．语义核函数的概念由 Ｇ．Ｓｉｏｌａｓ［１１］首次提

出，实际上是利用文档维度正交地调整原始空

间中的数据向量．对于任意向量 ｘ，ｚ∈Ｘ，当核

函数Ｋ（ｘ，ｚ）＝Φ（ｘ）·Φ（ｚ）时Ｋ有效，其中Ｘ

是输入向量空间，Φ是向量空间Ｘ到特征空间

Ｆ的映射．对于任意文档向量 ｘ，ｚ∈Ｘ，语义核

函数Ｋ（ｘ，ｚ）＝ｘＴＭｚ，其中Ｍ为对称矩阵，称为

度量矩阵，每个矩阵代表输入空间的 Ｘ维之间

的语义相似度［１２］．语义核函数依赖于度量矩阵

Ｍ的构造．按知识来源，语义核函数可分为基

于外部知识源和内部统计特征的语义核函数两

部分．此处的外部知识源为本体，内部统计特征

为语义相似度．因此，语义核函数的构造方法为

φｔｉ，ｔｊ＝

φｔｉ，ｔｊ　　ｔｊ的范围是与ｔｊ最相似的

　ｋ个特征值

０　　
{

其他

φｔｉ，ｔｊ＝ｋ１×ＲｅｌＨｏｗＮｅｔ（ｔｉ，ｔｊ）＋ｋ２×Ｓｉｍｓｙｎ（ｔｉ，ｔｊ）

其中，φｔｉ，ｔｊ对应特征矩阵中的元素；ｋ用来

控制与ｔｉ相关联的词数；ＲｅｌＨｏｗＮｅｔ为ｔｉ和ｔｊ在本

体库ＨｏｗＮｅｔ中的语义相似度；Ｓｉｍｓｙｎ为 ｔｉ与 ｔｊ
的同义词间的相似度；ｋ１，ｋ２为平滑系数，且

ｋ１＋ｋ２＝１．当训练文本充足时，基于统计特征

的语义核函数性会更好．反之，当训练文本数量

不足或者无法依据统计特征得到语义关系时，

基于本体的语义核函数性会更好．因此，结合这

一特性可得

Ｎ＝Ｉ＋γ１×Ｎｓｔａｔ＋γ２×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其中，Ｉ为单元矩阵，Ｎｓｔａｔ为基于统计特征的特

征词相关矩阵，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为基于本体的特征词相

关矩阵，Ｎ为最终与特征词相关的矩阵，γ１，

γ２∈（０，１）．分类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语义核ＳＶＭ的中文文本分类过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ｋｅｒｎｅｌＳＶＭ

３　语义核ＳＶＭ结合改进的ＥＭＤ跨越
语义鸿沟方法

　　为解决最短视觉距离因训练样本数量不足

而导致准确率不高的问题，采用改进ＥＭＤ计算

关键词和图像间的距离．为解决待分类关键词

忽略文本特征间语义关系，以及Ｃ４．５算法因训

练集规模小而导致最终候选词不可靠的缺点，

采用基于语义核函数的 ＳＶＭ对关键词进行

分类．

语义核ＳＶＭ结合改进的ＥＭＤ跨越语义鸿

沟的具体过程如下：模型输入为共生图文，首先

构建基于图像分割的视觉特征模型，提取图像

的颜色、纹理和形状特征，识别图像中的对象．

其次，对相关文本分词、去停用词，通过卡方统

计选择语义相似度较高的候选词，由ＴＦＩＤＦ计

算得到候选词的权重，构造语义核函数．再次，

结合ＨｏｗＮｅｔ通用本体库构建基于语义核函数

的ＳＶＭ对候选词分类，得到最佳候选词．最后，

由改进ＥＭＤ计算出最佳候选词与图像中对象

的距离，选择距离最短的候选词描述图像，从而

跨越语义鸿沟．该方法流程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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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图像标注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测试本文方法的图像描述准确率，进

行图像标注实验．实验数据来源于百度搜索得

到的１５０００个网页中的图文共生数据，网页中

的图片均带有一个或多个标签，共１０个类别的

主题，分别为熊猫、狗、猫、汽车、轮船、飞机、冰

激凌、面条、电话和杯子．在１５０００张图片中取

１００００张作为训练数据，其余５０００张作为测试

数据．实验环境为６４位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操作系统，

图２　本文提出方法流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１２Ｇ内存和 ＧＮＵＯｃｔａｖ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４．４．１，图像

分割程序采用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ｕｔ［１４］．图３为部分实

验图像分割结果．从图３可以看出，图像主体部

分能被很好地识别出来．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将本文模型

ＳＶＭｅｍｄ分别与基于文本的ＳＶＭ（ＳＶＭｔ）、基于

视觉的ＳＶＭ（ＳＶＭｖ）和 ＦＭＤ模型进行对比．在

此引入精度、召回率、Ｆ值作为评价指标，其定

义如下：

精度＝ 正确标注标签数量
标注结果标签数量

召回率＝ 正确标准标签数量
实际标签数量

Ｆ值＝２×精度×召回率
精度＋召回率

测试样本数量为 ５００～５０００张图片时，４

种方法的Ｆ值对比结果见图４．由图４可以看

出，当训练数目一定、测试数目增加时，准确率

均呈一定下降的趋势；本文方法相比较基于传

统ＳＶＭ的标注方法，Ｆ值提升１８．７％，比 ＦＭＤ

模型提高了８．１％．

选择实际标签数量为１～６个的图片为测

图３　部分实验图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ｏｍｅ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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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数据，每种标签数量的图片均为２００张时，４

种方法的Ｆ值对比结果见图５．由图５可以看

出，当实际标签数量增加，即图像内容更复杂

时，ＳＶＭｔ，ＳＶＭｖ和ＦＭＤ的Ｆ值迅速下降，由本

文方法产生的Ｆ值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仍保

持较高位，标注准确率明显高于其他３种方法．

对１０—１００张图片进行标注，４种方法所

花费的时间结果见图６．由图６可见，本文提出

的方法有效减小了计算量，缩短了标注时间，标

注时间缩短为其他标注方法的１／５左右．

５　结语

本文采用基于语义核的ＳＶＭ结合改进ＥＭＤ

图４　不同测试样本数量时４种方法的Ｆ值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ｓ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５　不同标签数量时４种方法的Ｆ值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ｌａｂｅｌｓ

图６　图像标注时间对比结果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ｌａｂｅｌｔｉｍｅ

的跨越语义鸿沟方法对图像进行标注．该方法

考虑与图像共生文本间的语义特征，通过基于

外部知识源和内部统计特征的语义核函数得到

文本特征间的语义关系，采用基于语义核的

ＳＶＭ对相关文本的文本特征分类，得到最佳候

选关键词，同时为了减少计算时间，提出减小变

换矩阵改进ＥＭＤ算法衡量文本特征与图像对

象的距离，选取与图象距离最小的关键词作为

标注词．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有效提高了标

注准确率，减小了计算量．然而当图像内容变得

复杂时，本文方法由于对象识别准确率下降，可

能导致标注准确率下降，因此今后的研究方向

将集中在提高图像内容识别的准确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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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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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ＡＣＭ，２０１２：４９９．

［３］　许红涛，周向东，向宇，等．一种自适应的 Ｗ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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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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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ａｇ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ｆｕｓ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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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ｌｉｇ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Ｍ，２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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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多核支持向量机的跌倒检测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ｋｅｒｎｅ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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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多核学习；
支持向量机；

跌倒检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ｍｕｌｔｉｋｅｒｎｅ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ＶＭ；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赵婉婉，任静，刘燕南，武东辉，余凯
ＺＨＡＯＷａｎｗａｎ，ＲＥＮＪｉｎｇ，ＬＩＵＹａｎｎａｎ，ＷＵＤｏｎｇｈｕｉ，ＹＵＫａｉ

郑州轻工业大学 建筑环境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摘要：针对传统的跌倒检测模型实时性低、误报率高的问题，提出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多核
支持向量机模型（ＡＤＢＭＫＳＶＭ），用于对跌倒动作进行检测识别．该模型基于改
进的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框架，将多核支持向量机作为基分类器，并集合这些基分类
器构成一个更强的最终分类器；依据人体动作数据分布和每次训练集中各样本

的分类是否正确，以及上次的总体分类准确率，来确定每个样本的权值，采用权

重动态分配的方法提高跌倒动作的识别率．测试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
分类性能，且传感器绑于腰部位置可有效提高跌倒动作的检测效果，其准确率

为９９．３３％，跌倒检出率为６３．６％，跌倒检测错误率为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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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婉婉，等：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多核支持向量机的跌倒检测研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ａｔｔｈｅｌｏｗ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ｆａｌｓｅａｌａｒｍ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
ｅｌ，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ＡＤＢＭＫＳＶＭ）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
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ｆａｌｌ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ｍｏｄｅ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ｏｏｋ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ａｎ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ｔｈｅｓｅｂａｓ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ｔｏｆｏｒｍａ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ｆｉｎａｌｃｌａｓ
ｓｉｆｉ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ｓａｍｐｌｅｉｎ
ｅａｃｈ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ｔｉ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ｎｏ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ｌａｓ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ｓａｍｐｌｅ
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ｅｉｇｈ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ｌｌ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ｈａｄｇｏｏ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ｂ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ｏｎｔｈｅｗａｉ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ｆａｌｌ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９．３３％，ｔｈｅ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３．６％，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６２％．

０　引言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受到社会的关注．在现实

生活中，老年人跌倒发生率较高，造成的后果也

比较严重，如脑出血、骨折等，甚至死亡．因此，

尽早检测出跌倒并对跌倒者施救和进行康复治

疗是非常必要的［１－２］．

目前，跌倒检测作为医疗监护系统的一部

分，所依据的技术手段主要分为３类，即基于环

境信息的方法［３］、基于图像的方法［４］和基于可

穿戴式传感器的方法［５］．基于环境信息的方法

采用红外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和声音传感器等，

该方法所需设备简单便宜，但易受环境影响，识

别率低．基于图像的方法不用用户携带穿戴式

传感器，但是受光线、噪声影响，跌倒检测效果

较差；另外，该方法还涉嫌侵犯用户隐私、干扰

用户生活，不便推广使用．基于穿戴式传感器的

跌倒检测方法主要采用加速度计或陀螺仪获取

信号，目前其研究主要集中于３个方面，即穿戴

式传感器的数量及定位研究［６－７］、跌倒信息的

特征选择［８－９］和如何确定跌倒事件［１０－１１］．尽管

多传感器设备可有效提高跌倒事件的检出率，

但也会相应地提高检测成本，降低用户使用舒

适性，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单传感器设备进行

研究．

跌倒事件的确定方法通常可分为基于分类

器的方法［１１］和基于阈值的方法［１２］．其中，基于

阈值的方法检测跌倒事件的准确率会受到传感

器噪声信号和个人经验等因素的影响．相较于

阈值判别法，将传感器与分类器相结合的跌倒

检测方法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出跌倒状态．目前

主要采用支持向量机（ＳＶＭ）［８］、隐马尔可夫模

型（ＨＭＭ）［１１］、人工神经网络［１３］等方法．Ｗ．Ｃ．

Ｃｈｅｎｇ等［８］采用改进的 ＳＶＭ对人体左脚踝、右

脚踝、腰部和胸部４个部位分别采集数据进行

跌倒检测，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腰部采集识

别准确率最高，达到９８．４８％，但该方法未考虑

数据分布不均衡的影响．Ｌ．Ｔｏｎｇ等［１１］将单加速

度传感器采集的人体上躯干的跌倒和非跌倒数

据处理成合成加速度数据后训练 ＨＭＭ模型，

取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但该方法计算复杂度

较高，内存消耗较大，其计算的准确率往往受内

部设定条件的限制，且其样本选择种类较少，在

普遍适应性上仍有局限．Ａ．Ｔ．Ｃ．Ｇｏｈ［１３］采用人

工神经网络的方法识别人体动作，识别率达到

了９４％，但是训练时间耗时较大．

基于此，本文拟基于改进的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

框架，提出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多核支持向量机模型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以检测识别基于单加速度计

的跌倒信号，并研究传感器绑定位置（腰、胸、

右脚踝和左脚踝）对分类效果的影响，旨在实

现采用较少的传感器节点达到较高跌倒检测率

的目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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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的构建

本文构建的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是将多核支持向

量机作为基分类器，通过迭代训练得到训练效

果最优的分类器．支持向量机的分类模型的最

大特点是采用核函数将线性不可分问题的低维

空间数据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从而求取最优

解，得到最优分类［１４－１５］．但是核函数的性能表

现差别很大，直接影响支持向量机的识别效果．

因此，将多个核函数进行线性凸组合［１４，１６－１８］，

以克服单一核函数选择对分类效果的影响．

１．１　研究基础
１．１．１　支持向量机　对于给定的样本数据集

｛ｘｉ，ｙｉ｝
Ｎ
ｉ＝１，ｘｉ∈Ｒ

ｄ，类别标签ｙｉ∈｛＋１，－１｝，

支持向量机不等式约束模型［１４－１５］和等式约束

模型［１９－２０］分别表示为

ｍｉｎ
ｗ，ｂ，ξ

１
２ ｗ

２＋Ｃ∑
Ｎ

ｉ＝１
ξｉ

ｓ．ｔ．　ｙｉ［ｗφ（ｘｉ）＋ｂ］≥１－ξｉ
ξｉ≥０　　ｉ＝１，２，…，Ｎ ①

ｍｉｎ
ｗ，ｂ，ξ

１
２ ｗ

２＋Ｃ２∑
Ｎ

ｉ＝１
ξ２ｉ

ｓ．ｔ．　ｙｉ［ｗφ（ｘｉ）＋ｂ］＝１－ξｉ
ξｉ≥０　　ｉ＝１，２，…，Ｎ ②

其中，φ（·）是核函数，Ｃ＞０是正则化参

数，ξｉ是松弛变量，ｂ为偏差，ｗ是分离超平面参

数矢量．

对于不等式约束和等式约束的支持向量

机，其决策函数均可表述为

ｆ（ｘ）＝ｓｉｇｎ（∑
ｉ∈ＳＶ
αｉｙｉＫ（ｘｉ，ｘ）＋ｂ）

其中，ＳＶ为支持向量；核函数Ｋ（ｕ，ｖ）＝φ（ｕ）Ｔ·

φ（ｖ），φ（ｖ）为矢量ｖ的特征映射．

１．１．２　多核学习模型　核函数的选择是影响

支持向量机分类效果的重要因素．多核学习模

型是基于核的一种灵活学习模型，能获得比单

核模型更优的性能．多核模型中最简单、最常用

的是将多个基本核函数进行凸组合，其形式

如下：

Ｋ（·，·；β）＝∑
ｍ

ｐ＝１
βｐｋｐ（·，·）

βｐ≥０　　∑
ｍ

ｐ＝１
βｐ ＝１ ③

其中，ｋｐ（·，·）表示预定义的ｍ个基本核函数
中的第ｐ个，βｐ是第ｐ个基本核函数对应的核组
合系数．

根据Ｍｅｒｃｅｒ定理，式③可以重新表述为

φ（·；β）＝［ β槡１φ１（·）， β槡２φ２（·），…，

β槡ｍφｍ（·）］

Ｋ（·，·；β）＝φ（·；β）Ｔ·φ（·；β）

βｐ≥０　　∑
ｍ

ｐ＝１
βｐ ＝１

其中，φｉ（·）表示第ｉ个基核对应的特征映
射函数，φ（·；β）表示多核函数形成的组合核函
数对应的特征映射．
１．２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基分类器的选择

将多核学习模型应用于式①和式②，则可
分别得到稀疏的多核支持向量机（ＳＭＫＳＶＭ）
模型和多核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ＭＫＬＳＳＶＭ）
模型，将其作为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的基分类器，
具体模型分别如下：

ｍｉｎ
μ
ｍｉｎ
ｗ，ｂ，ξ

１
２∑

Ｍ

ｋ＝１
μｋ ｗｋ

２＋Ｃ２∑
Ｎ

ｉ＝１
ξ２ｉ

ｓ．ｔ．ｙｉ∑
Ｍ

ｋ＝１
μｋｗ

Ｔ
ｋφｋ（ｘｉ）( )＋ｂ＝１－ξｉ

ξｉ≥０　　ｉ＝１，２，…，Ｎ

∑
Ｍ

ｋ＝１
μｋ ＝１

μｋ≥０　　ｋ＝１，２，…，Ｍ ④

ｍｉｎ
μ
ｍｉｎ
ｗ，ｂ，ξ

１
２∑

Ｍ

ｋ＝１
μｋ ｗｋ

２＋Ｃ∑
Ｎ

ｉ＝１
ξｉ

ｓ．ｔ．ｙｉ∑
Ｍ

ｋ＝１
μｋｗ

Ｔ
ｋφｋ（ｘｉ）( )＋ｂ≥１－ξｉ

ξｉ≥０　　ｉ＝１，２，…，Ｎ

∑
Ｍ

ｋ＝１
μ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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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ｋ≥０　　ｋ＝１，２，…，Ｍ ⑤
其中，正则化参数Ｃ＞０，μｋ是第ｋ个核函

数对应的组合系数，ξｉ是松弛变量，ｂ为偏差．

根据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将式④转化为

在原始空间求解最小值优化问题，同理，式 ⑤
亦可被转化为原始空间最优化问题，最终模型

④和⑤的决策函数可同表述为

ｆ（ｘ）＝ｓｉｇｎ∑
ｋμｋ
μｋ∑
ｉαｉ＞０
αｉｙｉＫｋ（ｘｉ，ｘ）( )＋ｂ

１．３　模型构建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增强学习模型（ＡＤＢ模型）的核

心思想是：假设基分类器是弱分类器，通过迭代

设计分类器，首先通过训练数据集而训练一个

基分类器并计算其错误率，随后在同一数据集

上再次计算这些弱分类器，依据迭代计算分配

训练样本不同的权值．将每次迭代计算出的权

值中错误分类样本的权重提升，同时将正确分

类样本的权重降低，但这些权重的总和始终为

１．本文所提出的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是基于文献

［２１］中的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将 ＳＭＫＳＶＭ和

ＭＫＬＳＳＶＭ这两个多核支持向量机模型作为基

分类器（弱分类器），并考虑采集到的跌倒样本

数据集分布，提出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如下．

以两分类问题为例，有训练数据集｛（ｘ１，

ｙ１），（ｘ２，ｙ２），…，（ｘＮ，ｙＮ）｝，其中ｙｉ∈｛－１，１｝，

ｉ＝１，２，…，Ｎ．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中，每个样本ｘｉ

的初始权重为Ｄ０（ｘｉ）＝
１
Ｎ．考虑到在动作分类

数据集中跌倒样本是少数类，数据分布不均，数

据样本初始权重重置为

Ｄ０（ｘｉ）＝
＃ｙｍｉｎ
＃ｙｉ

其中，＃ｙｍｉｎ表示数据集中的少数类样本数量，

＃ｙｉ表示数据集中类别ｉ所对应的样本数．

另外，在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中，训练样本的权

重没有考虑不同类样本分布情况，并且其权重

是随迭代过程动态更新的，其中权重更新公

式为

Ｄｔ＋１（ｘｉ）＝

Ｄｔ（ｘｉ）ｅｘｐ（－αｔＥ（Ωｔ（ｘｉ），ｙｉ））
Ｚｔ

ｉ＝１，２，…，Ｎ ⑥

式中，αｔ＝
１
２ｌｎ

１－εｔ
ε( )
ｔ

；Ωｔ（ｘｉ）是分类器Ωｔ对

样本ｘｉ的识别结果，其中

Ｅ（Ωｔ（ｘｉ），ｙｉ）＝
１ Ωｔ（ｘｉ）＝ｙｉ
０ Ωｔ（ｘｉ）≠ｙ

{
ｉ

Ｚｔ是标准化参数．上式满足∑
Ｎ

ｉ＝１
Ｄｔ＋１（ｘｉ）＝１．

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不同，本文训练弱分类器

并得到相应的训练误差

ξｊｔ＝ξ（ｆｔ
ｊ）＝∑

Ｎ

ｉ＝１
Ｄｔ（ｉ）（ｆｔ

ｊ（ｘｉ）≠ｙｉ） ⑦

依据训练误差，选择其中最小误差对应的

分类 器 为 第 ｔ次 循 环 中 的 最 优 分 类 器

ｆｔａｒｇ ｍｉｎ
ｆｉ
ｊ，ｊ∈｛１，２，…，Ｍ｝

ξ（ｆｔ
ｊ）．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构建的

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构建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ｍｕｌｔｉｋｅｒｎｅｌＳＶ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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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验证分析

２．１　实验设备和数据采集
本文采用人体动作监督平台采集数据，平

台由信号采集端和接收端组成．实验中６名志

愿者（４男２女）参加了动作采集，采集跌倒和

走路等动作组成跌倒和非跌倒动作数据集，其

中，非跌倒动作数据每组每人采集５次，由于跌

倒动作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在做好有效防护后，

每人采集跌倒动作１５次．整个实验采用三轴加

速度计采集人体腰、胸、两侧脚踝的动作数据

（见图２），采样频率是２０Ｈｚ．采用滑动窗对采

集到的数据提取均值、标准差、轴间相关系数、

峰度特征，最后得到１２个特征［２２－２３］，将这些特

征归一化到［０，１］［２２］，选取窗口长度为０．２ｓ，

窗口重叠率为５０％．最后得到４个部位的测试

样本和训练样本数相同，由于跌倒相较于非跌

倒动作持续时间较短，故样本呈现为不均衡数

据集．在训练数据集中，跌倒和非跌倒样本数分

别为３６０和３６９０，测试训练集中跌倒和非跌倒

样本数分别为９６和９２４．

２．２　评价指标设置
为了有效地测试、评价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对跌

倒动作的检测性能，本文采用准确率（ＡＲ）、检

出率（ＤＲ）和误检率（ＦＡＲ）来进行评价：

ＡＲ＝ＴＰ＋ＴＮｐ＋ｑ

ＤＲ＝ＴＰｐ

ＦＡＲ＝ＦＰｑ
其中，ｐ，ｑ分别表示采集到的跌倒和非跌

倒特征样本数；ＴＰ表示正确分类的跌倒样本
数；ＴＮ表示正确分类的非跌倒样本数；ＦＰ表示
被检测为跌倒的非跌倒样本数．
２．３　实验模型参数设置

采用５折交叉验证方式确定模型的参数，
其中 ＳＶＭ，ＳＭＫＳＶＭ和 ＭＫＬＳＳＶＭ模型的正
则化参数Ｃ在［２－５，２－４，…，２５］范围内确定最
优参数，支持向量机采用高斯核函数，其核宽在

［２－５，２－４，…，２５］范围内寻优．ＳＭＫＳＶＭ，
ＭＫＬＳＳＶＭ和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的核函数分别选
择线性核，多项式核（Ｋ（ｕ，ｖ）＝（ｕ·ｖ＋１）ｄ，
ｄ＝１，２，３）和高斯核（核宽γ＝［０．５，１，２，５，１０，
１２，１５，１７，２０］）．
２．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１列出了传统ＳＶＭ，ＳＭＫＳＶＭ，ＭＫＬＳＳＶＭ

图２　采集节点绑定位置及腰部采集到的“走路－跌倒－躺”三轴加速度计数据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ｏｆ“ｗａｌｋｉｎｇｆａｌｌｌｙｉｎｇ”ｆｒｏｍｗａｉｓｔ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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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分类器对４个不同位置的分类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

位置 指标
分类器

ＳＶＭ ＳＭＫＳＶＭ ＭＫＬＳＳＶＭ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
ＡＲ ９７．４９ ９８．３２ ９７．６４ ９８．５９

胸 ＤＲ ５６．２５ ６３．２５ ６５．３２ ７３．５１
ＦＡＲ ２．６０ ２．３２ ２．４６ ２．１２
ＡＲ ９８．３３ ９９．１２ ９９．２６ ９９．３３

腰 ＤＲ ５２．５０ ５４．２０ ５５．４ ６３．６０
ＦＡＲ ２．３０ ２．０１ １．９２ １．６２
ＡＲ ９２．４８ ９２．４８ ９２．４８ ９２．４８

右脚
踝

ＤＲ ３３．３３ ３４．２３ ３５．４２ ４３．４５
ＦＡＲ ４．３０ ３．４０ ３．６０ ２．８０
ＡＲ ９２．１２ ９４．４５ ９３．２４ ９５．６１

左脚
踝

ＤＲ ４３．７５ ４５．２１ ４４．２７ ４８．７３
ＦＡＲ ３．２０ ２．８４ ２．５７ ２．２０

和ＡＤＢＭＫＳＶＭ，对不同部位（腰、胸、右脚踝及

左脚踝）传感器数据在准确率、跌倒检出率、误

检率方面的计算结果．

从表１可以发现，在４个采集节点绑定位

置中，腰部节点数据分类准确率最好，以经典

ＳＶＭ为例，其分类准确率达到９８．３３％，误检率

最小，为２．３０％，其次是胸部位置，其准确率和

误检率分别为９７．４９％和２．６０％；胸部采集数

据的跌倒检出率最好，ＳＶＭ的跌倒检出率达到

了５６．２５％．由表１还可以发现，在这４个分类

器模型中，多核模型在分类准确率、误检率及检

出率都优于传统的ＳＶＭ模型，尤其是本文所构

建模型的分类准确率最高，腰部位置分类准确

率达到了９９．３３％；检出率最好，其中胸部位置

达到了７３．５１％；误检率最小，腰部位置误检率

仅有１．６２％．

选定数据分类效果更好的腰部位置，随迭

代次数增加，考察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的训练误

差率和测试误差率，结果如图３所示，腰部数据

的检测准确率、检出率和误检率曲线如图 ４

所示．

从图３可以看出，训练误差率很快趋近于

图３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在腰部数据的

训练误差率和测试误差率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ＡＤＢＭＫＳＶＭ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ｗａｉｓｔ

图４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在腰部数据的

准确率、检出率及误检率曲线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Ｒ，ＤＲａｎｄＦＡＲｏｆｔｈｅＡＤＢＭＫＳＶＭ

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ｗａｉｓｔ

０，测试误差率随着迭代次数而下降，即使训练

误差率变为０后，测试误差率依然下降，并趋向

于稳定．从图４可以看出，随着迭代次数的增

加，分类的准确率在提升，检出率也在提升，误

检率在下降，并分别稳定在０．９９３３，０．６３６０和

０．０１６２附近，其他部位的采集数据也具有相同

的趋势．据此可知，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可有效改进样本空白边界的

分布．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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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事件广泛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大．针对传统的跌

倒检测模型实时性低、误报率高的问题，本文提

出了 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来检测跌倒动作．该模

型将多核支持向量机作为基分类器，对每个样

本进行权重分配；采用三轴加速度计采集人体

四部位动作数据以验证该模型的检测性能．实

验结果表明，ＡＤＢＭＫＳＶＭ模型的跌倒检测效

果较好，传感器固定于腰部检测准确率达到

９９．３３％，检出率达到 ６３．６０％，误检率仅有

１．６２％，可应用于医疗服务机构，有效提高老年

人的医疗、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１］　ＭＵＢＡＳＨＩＲＭ，ＳＨＡＯＬ，ＳＥＥＤＬ．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ｎ

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Ｊ］．

Ｎ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４４．

［２］　王之琼，曲璐渲，隋雨彤，等．基于极限学习机

的跌倒检测分类识别研究［Ｊ］．中国生物医学

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１（４）：４１８．

［３］　ＺＩＧＥＬＹ，ＬＩＴＶＡＫＤ，ＧＡＮＮＯＴ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ｏ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Ｐｒｏｏｆ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ｎ

ｈｕｍａｎｍｉｍｉｃｋｉｎｇｄｏｌｌｆａｌｌ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５６

（１２）：２８５８．

［４］　ＦＯＲＯＵＧＨＩＨ，ＡＳＫＩＢＳ，ＰＯＵＲＲＥＺＡＨ．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ｖｉｄｅｏ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ａｌ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ｈｏｍ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Ｃ］∥２００８１１ｔｈＩｎｔＣｏｎｆ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８：

２１９．

［５］　ＬＥＥＪＫ，ＲＯＢＩＮＯＶＩＴＣＨＳＮ，ＰＡＲＫＥＪ．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ｉｍｐａ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ｆａｌｌ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ｎｅａｒｆａｌｌ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

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３（２）：２５８．

［６］　ＬＡＩＣＦ，ＣＨＡＮＧＳＹ，ＣＨＡＯＨＣ，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ｎｊｕｒｅｄｂｏｄｙｒｅｇ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ｕｌ

ｔｉｐｌｅ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ｆａｌｌｉｎｇ

［Ｊ］．ＩＥＥ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１１（３）：７６３．

［７］　ＡＺＩＺＯ，ＲＯＢＩＮＯＶＩＴＣＨＳ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ｗｅａｒａｂｌ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ｆａｌｌ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１９（６）：６７０．

［８］　ＣＨＥＮＧＷＣ，ＪＨＡＮＤＭ．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

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ａｓｅｌｆ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ｃａｓｃａｄｅ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Ｊ］．

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Ｉ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１７（２）：４１１．

［９］　ＳＨＡＮＹＴ，ＲＥＤＭＯＮＤＳＪ，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Ｍ

Ｒ，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ｗｅａｒ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ａｌｌｓ［Ｊ］．

ＩＥＥ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１２（３）：６５８．

［１０］ＫＡＮＧＡＳＭ，ＶＩＫＭＡＮＩ，ＷＩＫＬＡＮＤＥＲＪ，ｅｔ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ａｇｅｄ４０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Ｊ］．Ｇａｉｔ＆ｐｏｓ

ｔｕｒｅ，２００９，２９（４）：５７１．

［１１］ＴＯＮＧＬ，ＳＯＮＧＱ，ＧＥＹ，ｅｔａｌ．ＨＭＭｂａｓｅｄ

ｈｕｍａｎｆ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ｉｎｇ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Ｊ］．ＩＥＥＥＳｅｎｓ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１３（５）：１８４９．

［１２］ＫＡＮＧＡＳＭ，ＫＯＮＴＴＩＬＡＡ，ＷＩＮＢＬＡＤＩ，ｅｔ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ｐｌ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ｆｏｒａｃｃｅｌｅｒ

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ｆａｌ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２００７２９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１３６７．

［１３］ＧＯＨＡＴＣ．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９（３）：１４３．

［１４］陈强，任雪梅．基于多核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０９·



赵婉婉，等：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多核支持向量机的跌倒检测研究

的永磁同步电机混沌建模及其实时在线预测

［Ｊ］．物理学报，２０１０，５９（４）：２３１０．

［１５］ＺＨＡＮＧＹ，ＦＵＰ，ＬＩＵＷ，ｅｔａｌ．ＳＶ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ｋｅｒｎｅ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２０１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ＪＣＮＮ）．Ｐｉｓ

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１４：２８９４．

［１６］张凯军，梁循．一种改进的显性多核支持向量

机［Ｊ］．自动化学报，２０１４，４０（１０）：２２８８．

［１７］亓晓振，王庆．一种基于稀疏编码的多核学习

图像分类方法［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２，４０（４）：

７７３．

［１８］王新迎，韩敏．多元混沌时间序列的多核极端

学习机建模预测［Ｊ］．物理学报，２０１５，６４（７）：

７０５０４．

［１９］ＳＵＹＫＥＮＳＪＡＫ，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Ｊ．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Ｊ］．

Ｎｅｕ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９，９（３）：２９３．

［２０］ＹＡＮＧＸ，ＴＡＮＬ，ＨＥＬ．Ａｒｏｂｕｓｔ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ｆｏ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Ｊ］．Ｎ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４，

１４０：４１．

［２１］ＳＣＨＡＰＩＲＥＲＥ．Ｔｈｅ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ｍａ

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Ｍ］∥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ｓ

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３：１４９．

［２２］ＷＡＮＧＺ，ＪＩＡＮＧＭ，ＨＵＹ，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ｃｒｅｍｅｎ

ｔ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ｎｅｕ

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ｆｕｚｚ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ｗｅａｒａｂｌｅ

ｓｅｎｓｏｒ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１６（４）：６９１．

［２３］ＡＬＴＵＮＫ，ＢＡＲＳＨＡＮＢ，ＴＵＮＧＥＬＯ．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ｓ［Ｊ］．Ｐａｔ

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４３（１０）：３６０５．

·１９·



　 　　　　　　　 　２０１９年５月 第３４卷 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３Ｍａｙ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１２

基金项目：渤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ＹＪＣ２０１７００３６）

作者简介：聂辉（１９９５—），女，辽宁省铁岭市人，渤海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线性泛函分析．

通信作者：张树义（１９６０—），男，辽宁省锦州市人，渤海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线性泛函分析．

引用格式：聂辉，张树义，张芯语．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渐近性与可微性的再研
究［Ｊ］．轻工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３）：９２－１０２．
中图分类号：Ｏ１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６－１５５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１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１５５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９２－１１

高阶 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渐近性与
可微性的再研究
Ａｇａｉｎ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ｏｉ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Ｃａｕｃｈｙ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ｅｍ

关键词：

比 较 函 数；高 阶

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
间点函数；渐近性；可

微性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Ｃａｕｃｈｙ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ｅｍ；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ｏｉ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聂辉，张树义，张芯语
ＮＩＥ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ｙ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ｙｕ

渤海大学 数理学院，辽宁 锦州 １２１０１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ｚｈｏｕ１２１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摘要：利用比较函数概念，研究高阶 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渐近性，在
一定条件下，建立了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更广泛的渐近估计式；作
为推论还获得了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一阶可微性．所得结果推
广和改进了有关文献中的结果，丰富了中值定理理论．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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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ｏｉｎｔ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Ｃａｕｃｈｙ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ｅｍ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Ｕｎｄｅｒ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ｂｒｏａｄｅｒ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ｏｉ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Ｃａｕｃｈｙ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ｅｍ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ｏｉ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Ｃａｕｃｈｙ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ｅｍ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ｔｈｅｏｒｅｍ．

　　１９８２年Ａ．Ｇ．Ａｚｐｅｉｔｊａ等［１－２］开始关于中值定理中间点渐近性的研究．之后，一些学者陆续对各

种中值定理中间点的渐近性质展开研究［３－１１］．其中，文献［７］将文献［１］结果推广为ｌｉｍ
ｘ→ａ＋
ξ－ａ
ｘ－ａ＝

ｎ！Γ（α＋１）
Γ（ｎ＋α＋１( )）

１／α

（这里α＞０，Γ（·）为Ｇａｍｍａ函数），通过对中值定理中间点渐近性的研究可以

确定中间点在某区间内的渐近位置，从而为近似计算提供一种有效且比较精确的计算方法．进一

步通过定义中间点函数，再借助渐近性质，可以研究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可微性．因此，研究中

间点函数的渐近性、可微性，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张树义等在文献［１２－１３］中研究了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

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渐近性与一阶可微性，其中文献［１３］在一定条件下证明了高阶 Ｃａｕｃｈｙ中值

定理中间点函数ｃ（ｘ）满足

ｌｉｍ
ｘ→ａ
θ（ｘ）＝ｌｉｍ

ｘ→ａ

ｃ（ｘ）－ａ
ｘ－ａ ＝１ｎ

Γ（γ＋１）Γ（ｎ＋α＋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γ

Γ（ｎ＋γ＋１）Γ（α＋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







α

１
γ－α

文献［１４－２０］研究了其他几种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渐近性与可微性．其中，文献［１７］使用

比较函数讨论泰勒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渐近性和一阶可微性，证明了泰勒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

ｃ（ｘ）＝ａ＋（ｘ－ａ）θ（ｘ）满足更为广泛的渐近估计式ｌｉｍ
ｘ→ａ＋
φ（ａ＋（ｘ－ａ）θ（ｘ））

φ（ｘ）
＝ｎ！
Ｃ（φ）ｎ
．

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将文献［１２－１３］中得到的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渐近性的相关

结果扩展到比较函数的情形，利用比较函数概念建立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更为广泛的

渐近估计式，以期推广文献［１０－２０］中的相关结果．

１　预备知识

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　设ａ和ｂ是实数且ａ＜ｂ，ｆ，ｇ［ａ，ｂ］→Ｒ．如果函数ｆ，ｇ在［ａ，ｂ］上连

续，在（ａ，ｂ）内ｎ次可微且ｇ（ｎ）（ｘ）≠０，则存在ｃ∈（ａ，ｂ），使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ｂ－ｊ（ｂ－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ｂ－ｊ（ｂ－ａ）／ｎ］

＝ｆ
（ｎ）（ｃ）
ｇ（ｎ）（ｃ）

需指出，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ｃ唯一的充分条件为：ｆ（ｎ）（ｘ）／ｇ（ｎ）（ｘ）是单射．设Ｉ为Ｒ上

的一个区间，ａ∈ Ｉ为区间 Ｉ上的左端点，函数 ｆ，ｇＩ→ Ｒ，如果函数 ｆ与 ｇ在 Ｉ上 ｎ次可微，

ｇ（ｎ）（ｘ）≠０，则由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可得，ｘ∈Ｉ－｛ａ｝，在开区间（ａ，ｘ）上，存在一点ｃｘ，使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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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
ｆ（ｎ）（ｃｘ）
ｇ（ｎ）（ｃｘ）

①

如果ｆ（ｎ）（ｘ）／ｇ（ｎ）（ｘ）是单射，则点ｃｘ是唯一的，进而可以定义ｃＩ－｛ａ｝→Ｉ－｛ａ｝为ｃ（ｘ）＝
ｃｘ，使得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ｃ（ｘ））
ｇ（ｎ）（ｃ（ｘ））

②

如果ｆ（ｎ）（ｘ）／ｇ（ｎ）（ｘ）不是单射的，则使①式成立的点ｃｘ一般不是唯一的．如果对ｘ∈Ｉ－
｛ａ｝，在开区间（ａ，ｘ）上选取一个ｃｘ使 ① 式成立，那么也可以定义函数 ｃＩ－｛ａ｝→ Ｉ－｛ａ｝为
ｃ（ｘ）＝ｃｘ，使②式成立．

定理１［１２］　设Ｉ是Ｒ上的一个区间，ａ∈Ｉ是区间Ｉ上的左端点，函数ｆ，ｇＩ→Ｒ，如果函数ｆ与
ｇ在Ｉ上ｎ次可微，则存在一函数ｃＩ－｛ａ｝→Ｉ－｛ａ｝，使得②式成立．此外，如果ｆ（ｎ）（ｘ）／ｇ（ｎ）（ｘ）
是单射的，则点ｃ（ｘ）是唯一的．

因为ｘ∈Ｉ－｛ａ｝，ｃ（ｘ）－ａ≤ ｘ－ａ，所以ｌｉｍ
ｘ→ａ
ｃ（ｘ）＝ａ．于是可定义中间点函数珋ｃＩ→

Ｉ为珋ｃ（ｘ）＝
ｃ（ｘ） ｘ∈Ｉ－｛ａ｝

ａ　{ ｘ＝ａ
，显然珋ｃ（ｘ）在点ｘ＝ａ连续．

定义 １［４－５］　 设 Ψ（ｘ）定义在半开区间（ａ，ｂ］（ｂ＞０）上，φ（ｘ）在半开区间（ａ，ｂ］上存在
ｍ（ｍ≥１）阶导数且满足下列条件：

ｉ）ｌｉｍ
ｘ→ａ＋
［（ｘ－ａ）ｍ·φ（ｘ）］（ｉ） ＝０，ｉ＝０，１，２，…，ｍ－１；

ｉｉ）ｌｉｍ
ｘ→ａ＋
（ｘ－ａ）ｉ·φ（ｉ）（ｘ）／φ（ｘ）＝λφｉ，λφｉ为常数，ｉ＝０，１，２，…，ｍ，λφ０ ＝１；

ｉｉｉ）Ｃ（φ）ｄｅｆｋ ＝∑
ｋ

ｉ＝０
（ｋ－ｉ）！·（Ｃｉｋ）

２λφｉ≠０，ｋ＝１，２，…，ｍ．

如果ｌｉｍ
ｘ→ａ＋
Ψ（ｘ）／φ（ｘ）存在非零极限，则称φ（ｘ）是当ｘ→ａ＋时关于Ψ（ｘ）的比较函数，并称此非

零极限为比较值，简称比值．

例１　在（０，ｂ］（ｂ＞０）上取φ（ｘ）＝１槡／ｘ，Ψ１（ｘ）＝２＋１槡／ｘ，Ψ２（ｘ）＝［ｃｏｓ（槡ｘ＋１）］槡／ｘ，

则容易验证φ（ｘ）是当ｘ→０＋时关于Ψ１（ｘ）和Ψ２（ｘ）的比较函数．

引理１［４－５］　设ｘ＞０，φ（ｔ）＝ｘα，α为实数，α＞－１，ｎ≥１，Γ（·）为Ｇａｍｍａ函数，则

∑
ｎ

ｉ＝０
（ｎ－１）！·（Ｃｉｎ）

２λφｉ ＝Γ（ｎ＋α＋１）／Γ（α＋１）

其中，λφｉ ＝ｌｉｍｔ→０＋ｔ
ｉ·φ（ｉ）（ｔ）／φ（ｔ）＝

１ ｉ＝１　 　　

α（α－１）…（α－ｉ＋１） ｉ＝１，２，…，{ ｎ
．

引理２［１１－１２］　ｉ）∑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ｋ ＝０（０≤ｋ＜ｎ）；

ｉｉ）∑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 ＝ｎ！；

·４９·



聂辉，等：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渐近性与可微性的再研究

ｉｉｉ）∑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１ ＝１２ｎ（ｎ＋１）！

由引理２容易证明下列引理３成立．

引理３　设Ｉ是Ｒ上的一个区间，ａ∈Ｉ是区间Ｉ的左端点．ΨＩ→Ｒ在Ｉ上ｎ次可微且在半开

区间（ａ，ｂ］Ｉ上存在ｎ阶导数的函数φ（ｘ）是当ｘ→ａ＋时关于Ψ（ｎ）（ｘ）的比较函数，比值为Ａ．

再设

珟Ψ（ｘ）＝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Ψ［ｘ－ｊ（ｘ－ａ）／ｎ］

（ｘ－ａ）ｎφ（ｘ）
ｘ∈Ｉ－｛ａ｝

Ａ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Ｚ（ｎ，ｊ( )）











 ｘ＝ａ

则下列结论成立：

ｉ）珟Ψ（ｘ）在Ｉ上连续且 珟Ψ（ａ）＝ Ａ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Ｚ（ｎ，ｊ( )）；
ｉｉ）当φ（ｘ）＝１时，珟Ψ（ａ）＝Ａ

ｎｎ
；

ｉｉｉ）∑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Ψ［ｘ－ｊ（ｘ－ａ）／ｎ］＝

Ａ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１－

ｊ( )ｎ
ｎ

Ｚ（ｎ，ｊ( )）＋( )ξ（ｘ－ａ）ｎφ（ｘ）．
其中，Ｚ（ｎ，ｊ）＝ｌｉｍ

ｘ→ａ＋
φ［ｘ－ｊ（ｘ－ａ）／ｎ］

φ（ｘ）
，ξ→０（ｘ→ａ＋）．

２　主要结果

定理２　设Ｉ是Ｒ上的一个区间，ａ∈Ｉ是区间Ｉ的左端点，函数ｆ，ｇＩ→Ｒ满足下列条件：

ｉ）函数ｆ与ｇ在区间Ｉ上有直至ｎ阶导数且ｇ（ｎ）（ｘ）≠０；

ｉｉ）在半开区间（ａ，ｂ］Ｉ上存在ｎ阶导数的函数φ（ｘ）和Ψ（ｘ）分别是当ｘ→ａ＋时关于ｆ（ｎ）（ｘ）

和ｇ（ｎ）（ｘ）的比较函数且比值分别为Ａ和Ｂ；

ｉｉｉ） Ｂ
Ｃ（Ψ）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 )）≠ Ａ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Υ（ｎ，ｊ( )）．
其中，Υ（ｎ，ｊ）＝ｌｉｍ

ｘ→ａ＋
φ［ｘ－ｊ（ｘ－ａ）／ｎ］

φ（ｘ）
，Ω（ｎ，ｊ）＝ｌｉｍ

ｘ→ａ＋
Ψ［ｘ－ｊ（ｘ－ａ）／ｎ］

Ψ（ｘ）
且φ（ｘ）≠Ψ（ｘ），

则下列结论成立：

１°存在实数δ＞０，使（ａ，ａ＋δ）Ｉ，且ｘ∈（ａ，ａ＋δ），有ｆ（ｎ）（ｘ）珘ｇ（ｘ）≠珓ｆ（ｘ）ｇ（ｎ）（ｘ），其中

珓ｆ（ｘ）＝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ｘ－ａ）ｎφ（ｘ）
ｘ∈（ａ，ａ＋δ）

Ａ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Υ（ｎ，ｊ( )）











 ｘ＝ａ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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珘ｇ（ｘ）＝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ｘ－ａ）ｎΨ（ｘ）
ｘ∈（ａ，ａ＋δ）

Ｂ
Ｃ（Ψ）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 )）











 ｘ＝ａ

２°若再设ｘ∈（ａ，ａ＋δ），（ｆ（ｎ）（ｘ）／ｇ（ｎ）（ｘ））′≠０，则对 ｘ∈ （ａ，ａ＋δ），存在唯一函数
ｃ（ａ，ａ＋δ）→（ａ，ａ＋δ），使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ｃ（ｘ））
ｇ（ｎ）（ｃ（ｘ））

③

３°函数θ（ａ，ａ＋δ）→（０，１）定义为

θ（ｘ）＝ｃ（ｘ）－ａｘ－ａ 　　ｘ∈（ａ，ａ＋δ） ④

且有下列性质：

ａ）对ｘ∈（ａ，ａ＋δ），有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ａ＋（ｘ－ａ）θ（ｘ））
ｇ（ｎ）（ａ＋（ｘ－ａ）θ（ｘ））

⑤

ｂ）有渐近估计式

ｌｉｍ
ｘ→ａ＋
φ（（ｘ－ａ）θ（ｘ））Ψ（ｘ）
Ψ（（ｘ－ａ）θ（ｘ））φ（ｘ）

＝
Ｃ（Ψ）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Υ（ｎ，ｊ( )）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 )）
证明　１°由定理２条件和引理３可知，有

ｌｉｍ
ｘ→ａ＋
（ｆ（ｎ）（ｘ）珘ｇ（ｘ）－珓ｆ（ｘ）ｇ（ｎ）（ｘ））＝

Ａ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Υ（ｎ，ｊ( )）－ Ｂ
Ｃ（Ψ）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 )）≠０
因此存在一实数δ＞０，使（ａ，ａ＋δ）Ｉ且ｘ∈（ａ，ａ＋δ），有ｆ（ｎ）（ｘ）珘ｇ（ｘ）≠珓ｆ（ｘ）ｇ（ｎ）（ｘ）．
２°因（ｆ（ｎ）（ｘ）／ｇ（ｎ）（ｘ））′≠ ０，所以 ｆ（ｎ）（ｘ）／ｇ（ｎ）（ｘ）在（ａ，ａ＋δ）上严格单调，进而

ｆ（ｎ）（ｘ）／ｇ（ｎ）（ｘ）是单射，因此存在唯一函数ｃ（ａ，ａ＋δ）→（ａ，ａ＋δ），使得式③ 成立．
３°ａ）由式③和式④即得证．
ｂ）由引理３，有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Ａ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Υ（ｎ，ｊ）＋ξ( )１ （ｘ－ａ）ｎφ（ｘ） ⑥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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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Ｃ（Ψ）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ξ( )２ （ｘ－ａ）ｎΨ（ｘ） ⑦

其中，ξ１→０，ξ２→０（ｘ→ａ
＋）．由定理２中条件ｉｉ），得

ｆ（ｎ）（ａ＋（ｘ－ａ）θ（ｘ））＝（Ａ＋ξ３）（（ｘ－ａ）θ（ｘ））α ⑧

ｇ（ｎ）（ａ＋（ｘ－ａ）θ（ｘ））＝（Ｂ＋ξ４）（（ｘ－ａ）θ（ｘ））β ⑨

其中，ξ３→０，ξ４→０（ｘ→ａ
＋）．把式⑥⑦⑧⑨代入式⑤，并简单运算得

（Ｂ＋ξ４）Ψ（（ｘ－ａ）θ（ｘ））·
Ａ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Υ（ｎ，ｊ）＋ξ( )１ φ（ｘ）＝
（Ａ＋ξ３）φ（（ｘ－ａ）θ（ｘ））·

Ｂ
Ｃ（Ψ）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ξ( )２ Ψ（ｘ） ⑩

注意到，ξ１→０，ξ２→０，ξ３→０，ξ４→０（ｘ→ａ
＋）和 （ｘ－ａ）θ（ｘ）≤ ｘ－ａ，由式⑩可推出

ｌｉｍ
ｘ→ａ＋
φ（（ｘ－ａ）θ（ｘ））Ψ（ｘ）
Ψ（（ｘ－ａ）θ（ｘ））φ（ｘ）

＝
Ｃ（Ψ）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Υ（ｎ，ｊ( )）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 )）
定理２证毕．
如果φ（ｘ）＝Ψ（ｘ），则定理２不再成立．
定理３　在定理２的条件下，若φ（ｘ）＝Ψ（ｘ），假设在半开区间（ａ，ｂ］Ｉ上存在ｎ阶导数的

函数δ（ｘ）是当ｘ→ａ＋时关于ｆ（ｎ）（ｘ）－（Ａ／Ｂ）ｇ（ｎ）（ｘ）的比较函数且比值为Ｄ，且
Ｄｇ（ｎ）（ａ）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０
其中Δ（ｎ，ｊ）＝ｌｉｍ

ｘ→ａ＋
δ［ｘ－ｊ（ｘ－ａ）／ｎ］

δ（ｘ）
，则有下列结论成立：

１°存在实数δ＞０，使（ａ，ａ＋δ）Ｉ，且ｘ∈（ａ，ａ＋δ），有珓ｆ（ｘ）ｇ（ｎ）（ｘ）≠０，其中

珓ｆ（ｘ）＝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Ａ／Ｂ）∑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ｘ－ａ）ｎδ（ｘ）
ｘ∈（ａ，ａ＋δ）

Ｄ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











 ｘ＝ａ

２°若再设ｘ∈（ａ，ａ＋δ），（ｆ（ｎ）（ｘ）／ｇ（ｎ）（ｘ））′≠０，则对 ｘ∈ （ａ，ａ＋δ），存在唯一函数
ｃ（ａ，ａ＋δ）→（ａ，ａ＋δ），使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ｃ（ｘ））
ｇ（ｎ）（ｃ（ｘ））

瑏瑡

３°函数θ（ａ，ａ＋δ）→（０，１）定义为

θ（ｘ）＝ｃ（ｘ）－ａｘ－ａ 　　ｘ∈（ａ，ａ＋δ） 瑏瑢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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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下列性质：

ａ）对ｘ∈（ａ，ａ＋δ），有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ａ＋（ｘ－ａ）θ（ｘ））
ｇ（ｎ）（ａ＋（ｘ－ａ）θ（ｘ））

瑏瑣

ｂ）有渐近估计式

ｌｉｍ
ｘ→ａ

δ（（ｘ－ａ）θ（ｘ））φ（ｘ）
φ（（ｘ－ａ）θ（ｘ））δ（ｘ）

＝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 )）
证明　１°由定理３条件和引理２，有

ｌｉｍ
ｘ→ａ＋
珓ｆ（ｘ）ｇ（ｎ）（ｘ）＝Ｄｇ

（ｎ）（ａ）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０
因此存在一实数δ＞０，使（ａ，ａ＋δ）Ｉ且ｘ∈（ａ，ａ＋δ），有珓ｆ（ｘ）ｇ（ｎ）（ｘ）≠０．
２°因（ｆ（ｎ）（ｘ）ｇ（ｎ）（ｘ））′≠０，故ｆ（ｎ）（ｘ）ｇ（ｎ）（ｘ）在（ａ，ａ＋δ）上严格单调，进而ｆ（ｎ）（ｘ）ｇ（ｎ）（ｘ）

是单射，因此存在唯一函数ｃ（ａ，ａ＋δ）→（ａ，ａ＋δ），使得式瑏瑡成立．
３°ａ）由式瑏瑡和式瑏瑢即得证．
ｂ）由引理３，有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Ａ／Ｂ）∑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Ｄ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ξ( )１ （ｘ－ａ）ｎδ（ｘ） 瑏瑤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Ｂ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ξ( )２ （ｘ－ａ）ｎφ（ｘ） 瑏瑥
其中，ξ１→０，ξ２→０（ｘ→ａ

＋）．由定理３的条件得

ｆ（ｎ）（ａ＋（ｘ－ａ）θ（ｘ））＝（Ａ／Ｂ）ｇ（ｎ）（ａ＋（ｘ－ａ）θ（ｘ））＋（Ｄ＋ξ３）δ（（ｘ－ａ）θ（ｘ）） 瑏瑦

ｇ（ｎ）（ａ＋（ｘ－ａ）θ（ｘ））＝（Ｂ＋ξ４）φ（（ｘ－ａ）θ（ｘ）） 瑏瑧

其中，ξ３→０，ξ４→０（ｘ→ａ
＋）．把式瑏瑤瑏瑥瑏瑦瑏瑧代入式瑏瑣，得

（Ｂ＋ξ４）φ（（ｘ－ａ）θ（ｘ））（Ａ／Ｂ）
Ｂ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ξ( )２ （ｘ－ａ）ｎφ（ｘ）＋
（Ｂ＋ξ４）φ（（ｘ－ａ）θ（ｘ））

Ｄ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ξ( )１ （ｘ－ａ）ｎδ（ｘ）＝
Ｂ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ξ( )２ （ｘ－ａ）ｎφ（ｘ）·
［（Ａ／Ｂ）（Ｂ＋ξ４）φ（（ｘ－ａ）θ（ｘ））＋（Ｄ＋ξ３）δ（（ｘ－ａ）θ（ｘ））］

整理得

（Ｂ＋ξ４）φ（（ｘ－ａ）θ（ｘ））
Ｄ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ξ( )１ （ｘ－ａ）ｎδ（ｘ）＝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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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ξ( )２ （ｘ－ａ）ｎφ（ｘ）·（Ｄ＋ξ３）δ（（ｘ－ａ）θ（ｘ））
进而可得

（Ｂ＋ξ４）
Ｄ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ξ( )１
Ｂ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ξ( )２·（Ｄ＋ξ３）
＝δ（（ｘ－ａ）θ（ｘ））φ（ｘ）
φ（（ｘ－ａ）θ（ｘ））δ（ｘ） 瑏瑨

注意到，ξ１→０，ξ２→０，ξ３→０，ξ４→０（ｘ→ａ
＋），由式瑏瑨可推出

ｌｉｍ
ｘ→ａ＋
δ（（ｘ－ａ）θ（ｘ））φ（ｘ）
φ（（ｘ－ａ）θ（ｘ））δ（ｘ）

＝
Ｃ（φ）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Δ（ｎ，ｊ( )）
Ｃ（δ）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

Ω（ｎ，ｊ( )）
定理３证毕．

在定理２中，令φ（ｘ）＝（ｘ－ａ）ａ，Ψ（ｘ）＝（ｘ－ａ）β，则

Υ（ｎ，ｊ）＝ｌｉｍ
ｘ→ａ＋
φ［ｘ－ｊ（ｘ－ａ）／ｎ］

φ（ｘ）
＝ １－ｊ( )ｎ

α

Ω（ｎ，ｊ）＝ｌｉｍ
ｘ→ａ＋
Ψ［ｘ－ｊ（ｘ－ａ）／ｎ］

Ψ（ｘ）
＝ １－ｊ( )ｎ

β

并应用引理１可得定理４．

定理４［１３］　设Ｉ是Ｒ上的一个区间，ａ∈Ｉ是区间Ｉ的左端点，函数ｆ，ｇＩ→Ｒ满足下列条件：

ｉ）函数ｆ与ｇ在区间Ｉ上有ｎ阶导数且ｇ（ｎ）（ｘ）≠０；

ｉｉ）ｌｉｍ
ｘ→ａ＋
ｆ（ｎ）（ｘ）／（ｘ－ａ）α ＝Ａ，ｌｉｍ

ｘ→ａ＋
ｇ（ｎ）（ｘ）／（ｘ－ａ）β ＝Ｂ；

ｉｉｉ）Ｂｆ
（ｎ）（ａ）Γ（β＋１）
ｎｎ＋βΓ（ｎ＋β＋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β≠Ａｇ
（ｎ）（ａ）Γ（α＋１）
ｎｎ＋αΓ（ｎ＋α＋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α．

其中，Ａ，Ｂ是非零常数；α，β是实数，α＞－１，β＞－１且α≠β．则下列结论成立：

１°存在实数δ＞０，使（ａ，ａ＋δ）Ｉ，且ｘ∈（ａ，ａ＋δ），有ｆ（ｎ）（ｘ）珘ｇ（ｘ）≠珓ｆ（ｘ）ｇ（ｎ）（ｘ），其中

珓ｆ（ｘ）＝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ｘ－ａ）ｎ＋α
ｘ∈（ａ，ａ＋δ）

ＡΓ（α＋１）
Γ（ｎ＋α＋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α











 ｘ＝ａ

珘ｇ（ｘ）＝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ｘ－ａ）ｎ＋β
ｘ∈（ａ，ａ＋δ）

ＢΓ（β＋１）
Γ（ｎ＋β＋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β











 ｘ＝ａ

２°若再设ｘ∈ （ａ，ａ＋δ），（ｆ（ｎ）（ｘ）ｇ（ｎ）（ｘ））′≠０，则对 ｘ∈ （ａ，ａ＋δ），存在唯一函数

ｃ（ａ，ａ＋δ）→（ａ，ａ＋δ），使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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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ｃ（ｘ））
ｇ（ｎ）（ｃ（ｘ））

３°函数θ（ａ，ａ＋δ）→（０，１）定义为

θ（ｘ）＝ｃ（ｘ）－ａｘ－ａ 　　ｘ∈（ａ，ａ＋δ）

且有下列性质：

ａ）对ｘ∈（ａ，ａ＋δ），有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ａ＋（ｘ－ａ）θ（ｘ））
ｇ（ｎ）（ａ＋（ｘ－ａ）θ（ｘ））

ｂ）有渐近估计式

ｌｉｍ
ｘ→ａ＋
θ（ｘ）＝１ｎ

Γ（α＋１）Γ（ｎ＋β＋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α

Γ（ｎ＋α＋１）Γ（β＋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









β

１
α－β

４°函数珋ｃ［ａ，ａ＋δ）→［ａ，ａ＋δ）定义为珋ｃ（ｘ）＝
ｃ（ｘ） ｘ∈（ａ，ａ＋δ）{ ａ ｘ＝ａ

，在ｘ＝ａ可微且

珋ｃ（１）（ａ）＝１ｎ

Γ（α＋１）Γ（ｎ＋β＋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α

Γ（ｎ＋α＋１）Γ（β＋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









β

１
α－β

如果α＝β，则定理４不再成立，但在定理３中令δ（ｘ）＝（ｘ－ａ）γ，则

Δ（ｎ，ｊ）＝ｌｉｍ
ｘ→ａ＋
δ［ｘ－ｊ（ｘ－ａ）／ｎ］

δ（ｘ）
＝ １－ｊ( )ｎ

γ

并应用引理１可得定理５．
定理５［１３］　在定理４的条件下，若α＝β，假设

ｌｉｍ
ｘ→ａ＋
［ｆ（ｎ）（ｘ）－（Ａ／Ｂ）ｇ（ｎ）（ｘ）］／（ｘ－ａ）γ ＝Ｄ

其中，Ｄ是非零常数，γ是实数γ＞－１，则下列结论成立：
１°存在实数δ＞０，使（ａ，ａ＋δ）Ｉ，且ｘ∈（ａ，ａ＋δ），有珓ｆ（ｘ）ｇ（ｎ）（ｘ）≠０，其中

珓ｆ（ｘ）＝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Ａ／Ｂ）∑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ｘ－ａ）ｎ＋γ
ｘ∈（ａ，ａ＋δ）

ＤΓ（γ＋１）
Γ（ｎ＋γ＋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 １－

ｊ( )ｎ
ｎ＋γ











 ｘ＝ａ

２°若再设ｘ∈（ａ，ａ＋δ），（ｆ（ｎ）（ｘ）／ｇ（ｎ）（ｘ））′≠０，则对 ｘ∈ （ａ，ａ＋δ），存在唯一函数
ｃ（ａ，ａ＋δ）→（ａ，ａ＋δ），使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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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ｃ（ｘ））
ｇ（ｎ）（ｃ（ｘ））

３°函数θ（ａ，ａ＋δ）→（０，１）定义为

θ（ｘ）＝ｃ（ｘ）－ａｘ－ａ 　　ｘ∈（ａ，ａ＋δ）

且有下列性质：

ａ）对ｘ∈（ａ，ａ＋δ），有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ｆ［ｘ－ｊ（ｘ－ａ）／ｎ］

∑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ｇ［ｘ－ｊ（ｘ－ａ）／ｎ］

＝ｆ
（ｎ）（ａ＋（ｘ－ａ）θ（ｘ））
ｇ（ｎ）（ａ＋（ｘ－ａ）θ（ｘ））

ｂ）有渐近估计式

ｌｉｍ
ｘ→ａ＋
θ（ｘ）＝１ｎ

Γ（γ＋１）Γ（ｎ＋α＋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γ

Γ（ｎ＋γ＋１）Γ（α＋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









α

１
γ－α

４°函数珋ｃ［ａ，ａ＋δ）→［ａ，ａ＋δ）定义为珋ｃ（ｘ）＝
ｃ（ｘ） ｘ∈（ａ，ａ＋δ）{ ａ ｘ＝ａ

，在ｘ＝ａ可微且

珋ｃ（１）（ａ）＝１ｎ

Γ（γ＋１）Γ（ｎ＋α＋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γ

Γ（ｎ＋γ＋１）Γ（α＋１）∑
ｎ

ｊ＝０
（－１）ｊＣｊｎ（ｎ－ｊ）

ｎ＋









α

１
γ－α

注１　取ｎ＝１，便得通常的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渐近性和一阶可微性．

３　结语

本文利用比较函数概念研究了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渐近性，建立了该中值定理

中间点函数更广泛的渐近估计式，据此还获得了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一阶可微性．

本文结果与相关文献一起利用比较函数的概念解决了高阶Ｃａｕｃｈｙ中值定理、广义泰勒中值定理和

积分中值定理中间点函数的渐近性和一阶可微性问题，丰富了数学分析中的中值定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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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型轨道压缩映象的不动点定理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ｍ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ｙｐ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ｌ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

关键词：

Φ－φ－型映象；
Ａｌｔｍａｎ型映象；积分
型轨道压缩映象；不

动点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Φφｔｙｐ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ｌｔｍａｎｔｙｐ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ｙｐ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ｆｉｘｅｄｐｏｉｎｔ

张芯语，张树义，聂辉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ｙｉ，ＮＩＥＨｕｉ

渤海大学 数理学院，辽宁 锦州 １２１０１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ｚｈｏｕ１２１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摘要：在完备度量空间和２－距离空间中研究积分型轨道压缩映象不动点的存
在性，在一定条件下证明了积分型轨道压缩映象的不动点定理，从而将相关文

献中的结果推广到了积 Φ－φ－型轨道压缩映象类和积分 Ａｌｔｍａｎ型轨道压缩
映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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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ｘｅｄ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ｙｐ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ｌ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２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ａｃｅｓ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ｍ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ｙｐ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ｌ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ｗ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ｕｎｄｅｒ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ｏｍｅｋｎｏｗ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Φφｔｙｐ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Ａｌｔｍａｎｔｙｐ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关于轨道压缩映象不动点的存在性，文献［１－４］已做过研究，其中，文献［２］在完备２－距离空
间中研究了Φ－φ－型轨道压缩映象不动点的存在性，文献［３］在完备度量空间中研究了Ａｌｔｍａｎ型
轨道压缩映象不动点的存在性．而文献［５－１３］研究了若干Ａｌｔｍａｎ型映象类不动点的存在性定理，
其中，文献［７］研究了积分型Ａｌｔｍａｎ映象不动点的存在性．基于上述工作，本文拟在完备度量空间
和２－距离空间中研究积分型轨道压缩映象不动点的存在性，建立积分型轨道压缩映象不动点的
存在性定理，从而推广和改进已有文献中的相应结果．

１　预备知识

全文用Ｚ＋表示正整数集，Ｒ＋＝［０，＋∞），设（Ｘ，ｄ）为度量空间或２－距离空间，Ｔ是Ｘ→Ｘ的
映射，对 ｘ∈ Ｘ，称 Ｏ（ｘ，０，∞）＝｛Ｔｎｘｎ∈Ｚ＋∪ ｛０｝｝为 Ｔ在 ｘ处的轨道．Ｏ（ｘ，ｉ，∞）＝

｛Ｔｒｘｒ＝ｉ，ｉ＋１，…｝，Ｏ（ｘ，ｙ；０，∞）＝Ｏ（ｘ；０，∞）∪ Ｏ（ｙ；０，∞），如果对 ｘ∈ Ｘ，每一包含于

Ｏ（ｘ，０，∞）内的Ｃａｕｃｈｙ列在Ｘ内收敛，则称空间（Ｘ，ｄ）是 Ｔ轨道完备的．设 ｄＸ×Ｘ→ Ｒ＋，ｆ
Ｘ×Ｘ×Ｘ→Ｒ＋，记

δ（Ａ）＝ｓｕｐ｛ｄ（ｘ，ｙ）ｘ，ｙ∈ＡＸ｝

δａ，ｆ（Ａ）＝ｓｕｐ｛ｆ（ｘ，ｙ，ａ）｝ｘ，ｙ，ａ∈ＡＸ｝

关于完备的２－距离空间等概念可在相关文献中查到．设

Φ１ ＝｛Φ Φ［０，＋∞）→［０，＋∞），ｌｉｍη→ｔｓｕｐ０≤η≤ｔ
Φ（η）＜ｔ，ｔ＞０｝；

Φ２ ＝｛Φ Φ［０，＋∞）→［０，＋∞），Φ（ｔ）＜ｔ，ｔ＞０｝；

Φ３ ＝｛Φ Φ［０，＋∞）→［０，＋∞），∑
∞

ｎ＝１
Φｎ（ｔ）＜∞，ｔ≥０｝；

Φ４ ＝｛Φ Φ［０，＋∞）→［０，＋∞）是递增函数，满足（ｃ１），（ｃ２）和（ｃ３）｝．

其中

（ｃ１）０＜Φ（ｔ）＜ｔ，ｔ＞０；

（ｃ２）函数ｐ（ｔ）＝
ｔ

ｔ－Φ（ｔ）
递减；

（ｃ３）对ｔ１ ＞０，积分∫
ｔ１

Ｄ
ｐ（ｔ）ｄｔ＜＋∞．

例１　在［０，＋∞）上取φ１（ｔ）＝ｋｔ，０＜ｋ＜１，φ２（ｔ）＝
ｔ
２＋ｔ，则φ１（ｔ），φ２（ｔ）∈Φ１，Φ２和Φ４，

φ１（ｔ）∈Φ３．
注１　易知若Φ∈Φ３或Φ∈Φ４，则Φ∈Φ２．由文献［１－２，４］可知，若Φ∈Φ１，则Φ∈Φ２；

若Φ∈Φ４，则Φ（ｔ）＝ｔｔ＝０．

引理１［１－２，４］　设Φ∈Φ１，则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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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Φ∈Φ２；

ｉｉ）设｛ａｎ｝ｎ≥０，｛ｂｎ｝ｎ≥０是两个非负实数列，满足ａｎ＋１≤Φ（ａｎ）＋ｂｎ，∑
∞

ｎ＝０
ｂｎ ＜∞，则ｌｉｍｎ→∞ａｎ ＝０．

２　主要结果

定理１　设（Ｘ，ｄ）是完备的２－距离空间，ＴＸ→Ｘ连续，ｆＸ×Ｘ×Ｘ→［０，＋∞）是对称
有界的连续函数．对ｘ∈Ｘ，ａ∈Ｘ，δａ，ｄ（ＯＴ（ｘ；０，∞））＜∞，δａ，ｆ（ＯＴ（ｘ；０，∞））＜∞，若存在正
整数ｐ，ｑ，使

∫
０

δａ，ｆ（ＯＴ（Ｔ
ｐｘ，Ｔｑｙ，∞））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ｙ，∞））

Ψ（τ）ｄτ）

∫
０

δａ，ｄ（ＯＴ（Ｔ
ｐｘ，Ｔｑｙ，∞））

Ψ（τ）ｄτ≤Φ（∫
０

δａ（ＯＴ（ｘ，ｙ；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Ｔ
ｐｘ，Ｔｑｙ，∞））

Ψ（τ）ｄτ{
）

①

其中，Φ∈Φ１，φ∈Φ３，ΨＲ
＋＝［０，＋∞）→Ｒ＋是勒贝格可积且∫

０

ε

Ψ（ｔ）ｄｔ＞０，ε＞０，则Ｔ在Ｘ

中存在唯一不动点，而且对ｘ０∈Ｘ，迭代序列｛Ｔ
ｎｘ０｝收敛于这一不动点．

证明　设ｐ≥ｑ，对ｘ，ａ∈Ｘ，ｋ≥０，由式①有

∫
０

ｆ（Ｔｐｘ，Ｔｐ＋ｋｘ，ａ）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Ｔ
ｐ－ｑ＋ｋ
；０，∞））

Ψ（τ）ｄτ）＝

　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ＯＴ（Ｔ
ｐ－ｑ＋ｋ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
０

ｄ（Ｔｐｘ，Ｔｐ＋ｋｘ，ａ）

Ψ（τ）ｄτ≤Φ（∫
０

δａ（ＯＴ（ｘ，Ｔ
ｐ－ｑ＋ｋ
；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Ｔ
ｐｘ，Ｔｑｙ，∞））

Ψ（τ）ｄτ）＝

　Φ（∫
０

δａ（ＯＴ（ｘ；０，∞）∪ＯＴ（Ｔ
ｐ－ｑ＋ｋ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ＯＴ（Ｔ
ｐ－ｑ＋ｋｘ；０，∞））

Ψ（τ）ｄτ）＝

　Φ（∫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

由ｋ≥０的任意性可知，对ｘ，ａ∈Ｘ，有

∫
０

δａ，ｆ（ＯＴ（Ｔ
ｐ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
０

δａ，ｄ（ＯＴ（Ｔ
ｐ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

即ｘ，ａ∈Ｘ，有

∫
０

δａ，ｆ（ＯＴ（ｘ；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
０

δａ，ｄ（ＯＴ（ｘ；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

据此，对ｘ０∈Ｘ，可得

∫
０

δａ，ｆ（ＯＴ（Ｔ
ｍｐｘ０；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Ｔ
ｍｐｘ０；０，∞））

Ψ（τ）ｄτ）

∫
０

δａ，ｄ（ＯＴ（Ｔ
ｍｐｘ０；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ｄ（ＯＴ（Ｔ
ｍｐｘ０；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Ｔ
ｍｐｘ０；０，∞））

Ψ（τ）ｄτ{
）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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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ｍ＋１）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ｍ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ｍｐ，∞））

Ψ（τ）ｄτ） ②

∫
０

δａ，ｆ（ＯＴ（ｘ；（ｍ＋１）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ｍｐ，∞））

Ψ（τ）ｄτ）≤φｍ＋１（∫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③

将③代入②得

∫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ｍ＋１）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ｍｐ，∞））

Ψ（τ）ｄτ）＋φｍ（∫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④

如果存在 ｍ０ 使得∫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ｍ０ｐ，∞））

Ψ（τ）ｄτ＝０，则 Ｔｍ０ｐｘ０ 是 Ｔ在 Ｘ中的不动点．如果

∫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ｍｐ，∞））

Ψ（τ）ｄτ＞０，取

∫
０

δａ，ｄ（ＯＴ（ｘ０；ｍｐ，∞））

Ψ（τ）ｄτ＝ａｍ，ｂｍ ＝φ
ｍ（∫

０

δａ，ｆ（ＯＴ（ｘ；０，∞））

Ψ（τ）ｄτ）

由式④和引理１可得

ｌｉｍ
ｍ→∞∫０

δａ，ｄ（ＯＴ（ｘ０；ｍｐ，∞））

Ψ（τ）ｄτ＝０，ａ∈Ｘ

上式表明序列ｘｎ＝Ｔ
ｎｘ０是２－距离空间的Ｃａｕｃｈｙ列，依据Ｘ的完备性，可设ｘｎ→ｘ ∈Ｘ，由

Ｔ的连续性可知，ｘ 是Ｔ的不动点．设ｙ ∈Ｘ也是Ｔ的不动点，若∫
０

ｆ（ｘ，ｙ，ａ）

Ψ（τ）ｄτ＞０，ａ∈Ｘ，

由φ∈Φ３，可有

∫
０

ｆ（ｘ，ｙ，ａ）

Ψ（τ）ｄτ＝∫
０

δａ，ｆ（ＯＴ（ｘ，ｙ，０，∞））

Ψ（τ）ｄτ≤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ｙ，０，∞））

Ψ（τ）ｄτ）＝

φ（∫
０

ｆ（ｘ，ｙ，ａ）

Ψ（τ）ｄτ）＜∫
０

ｆ（ｘ，ｙ，ａ）

Ψ（τ）ｄτ

所以∫
０

ｆ（ｘ，ｙ，ａ）

Ψ（τ）ｄτ＝０．若∫
０

ｄ（ｘ，ｙ，ａ）

Ψ（τ）ｄτ＞０，ａ∈Ｘ，由Φ∈Φ１，式①有

∫
０

ｄ（ｘ，ｙ，ａ）

Ψ（τ）ｄτ＝∫
０

∫０
δａ，ｄ（ＯＴ（ｘ，ｙ，０，∞））

Ψ（τ）ｄτ

Ψ（τ）ｄτ≤Φ（∫
０

δａ，ｄ（ＯＴ（ｘ，ｙ，０，∞））

Ψ（τ）ｄτ）＋

φ（∫
０

δａ，ｆ（ＯＴ（ｘ，ｙ，０，∞））

Ψ（τ）ｄτ）＝Φ（∫
０

ｄ（ｘ，ｙ，ａ）

Ψ（τ）ｄτ）＜∫
０

ｄ（ｘ，ｙ，ａ）

Ψ（τ）ｄτ

所以∫
０

ｄ（ｘ，ｙ，ａ）

Ψ（τ）ｄτ＝０，从而ｘ ＝ｙ，即ｘ 是Ｔ的唯一不动点．证毕．

定理２　设（Ｘ，ｄ）是完备的度量空间，ＴＸ→Ｘ是连续映象，对ｘ∈Ｘ，δ（ＯＴ（ｘ；０，∞））＜

∞，若存在正整数ｐ，ｑ，使得

∫
０

ｄ（Ｔｐｘ，Ｔｑｙ）

Ψ（τ）ｄτ≤Φ（∫
０

δ（ＯＴ（ｘ，ｙ；０，∞））

Ψ（τ）ｄτ） ⑤

其中，Φ∈Φ４，ΨＲ
＋＝［０，＋∞）→Ｒ＋是勒贝格可积与可和的，即ａ，ｂ∈Ｒ＋，有∫

０

ａ＋ｂ

Ψ（τ）ｄτ≤

∫
０

ａ

Ψ（τ）ｄτ＋∫
０

ｂ

Ψ（τ）ｄτ且∫
０

ε

Ψ（τ）ｄτ＞０，ε＞０，则Ｔ在Ｘ中存在唯一不动点，而且对ｘ０∈Ｘ，迭

代序列｛Ｔｎｘ０｝收敛于这一不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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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设ｐ≥ｑ．对ｘ∈Ｘ，ｋ≥０，由式⑤有

∫
０

ｄ（Ｔｐｘ，Ｔｐ＋ｋｘ）

Ψ（τ）ｄτ≤Φ（∫
０

δ（ＯＴ（ｘ，Ｔ
ｐ－ｑ＋ｋ
；０，∞））

Ψ（τ）ｄτ）＝

Φ（∫
０

δ（ＯＴ（ｘ；０，∞）∪ＯＴ（Ｔ
ｐ－ｑ＋ｋ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ＯＴ（ｘ；０，∞））

Ψ（τ）ｄτ）

根据上式中ｋ≥０的任意性，有∫
０

δ（ＯＴ（Ｔ
ｐｘ；０，∞））

Ψ（τ）ｄτ≤Φ（∫
０

δ（ＯＴ（ｘ；０，∞））

Ψ（τ）ｄτ），即

∫
０

δ（ＯＴ（ｘ；ｐ，∞））

Ψ（τ）ｄτ≤Φ（∫
０

δ（ＯＴ（ｘ；０，∞））

Ψ（τ）ｄτ）　　ｘ∈Ｘ ⑥

对ｘ０∈Ｘ，由式⑥可得∫
０

δ（ＯＴ（Ｔ
ｎｐｘ０；ｐ，∞））

Ψ（τ）ｄτ）≤Φ（∫
０

δ（ＯＴ（Ｔ
ｎｐｘ０；０，∞））

Ψ（τ）ｄτ），从而

∫
０

δ（ＯＴ（ｘ０；（ｎ＋１）ｐ，∞））

Ψ（τ）ｄτ≤Φ（∫
０

δ（ＯＴ（ｘ０；ｎｐ，∞））

Ψ（τ）ｄτ） ⑦

如果存在 ｎ０∈ Ｚ
＋，使得∫

０

δ（ＯＴ（ｘ０；ｎ０ｐ，∞））

Ψ（τ）ｄτ）＝０，则 Ｔｎ０ｐｘ０是 Ｔ在 Ｘ中的不动点，显然

ｌｉｍ
ｎ→∞
Ｔｎｘ０ ＝Ｔ

ｎ０ｐｘ０．如果ｎ∈Ｚ
＋，∫

０

δ（ＯＴ（ｘ０；ｎｐ，∞））

Ψ（τ）ｄτ＞０．由式⑦可知，∫
０

δ（ＯＴ（ｘ０；ｎｐ，∞））

Ψ（τ）ｄ{ }τ是严
格递减的非负实数列，从而∫

０

δ（ＯＴ（ｘ０；ｎｐ，∞））

Ψ（τ）ｄτ{ }）收敛．对ｍ，ｎ∈Ｚ＋，ｎ≤ｍ，由式⑦有

∫
０

ｄ（ｘｎ，ｘｍ）

Ψ（τ）ｄτ≤∑
ｍ－１

ｉ＝ｎ
∫
０

δ（ＯＴ（ｘ０；ｉｐ，∞））

Ψ（τ）ｄτ≤

∑
ｍ－１

ｉ＝ｎ

∫
０

δ（ＯＴ（ｘ０；ｉｐ，∞））

Ψ（τ）ｄτ（∫
０

δ（ＯＴ（ｘ０；ｉｐ，∞））

Ψ（τ）ｄτ－∫
０

δ（ＯＴ（ｘ０；（ｉ＋１）ｐ，∞））

Ψ（τ）ｄτ）

∫
０

δ（ＯＴ（ｘ０；ｉｐ，∞））

Ψ（τ）ｄτ－Φ（∫
０

δ（ＯＴ（ｘ０；ｉｐ，∞））

Ψ（τ）ｄτ）
≤∫∫０

δ（ＯＴ（ｘ０；ｎｐ，∞））

Ψ（τ）ｄτ

∫０
δ（ＯＴ（ｘ０；ｎｐ，∞））

Ψ（τ）ｄτ
ｐ（ｔ）ｄｔ

由Φ∈Φ４易知，｛ｘｎ ＝Ｔ
ｎｘ０｝是Ｘ中的Ｃａｕｃｈｙ列．由Ｘ的完备性，可设ｘｎ→ｘ ∈Ｘ，易证ｘ

是Ｔ的唯一不动点．证毕．

３　结语

轨道压缩映象和积分型压缩映象是两类比较广泛的非线性映象，本文将两者结合，在完备度

量空间和２－距离空间中分别研究积分型轨道压缩映象不动点的存在性，借助相关引理建立了积
分型轨道压缩映象不动点的存在性定理，最终将相关文献中的结果推广到了积Φ－φ－型轨道压
缩映象类和积分Ａｌｔｍａｎ型轨道压缩映象类的情形，扩展了相关定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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